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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开赛

门球和中国象棋首赛

本报记者徐子昕摄影报道 6月17日，榆林市第十
四届运动会正式开赛。当天，群众体育竞技项目中的门
球和中国象棋两项比赛分别在市实验中学和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开展。运动健儿们齐聚一堂，展开精彩角逐。

图为门球比赛现场。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新版《规定》新在何处
记者了解到，对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成为

规定的一大亮点。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明确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身份信息和日志信息负有保
密的义务，不得泄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非法向他
人提供。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非法网络公关、水军
等现象，规定明确予以禁止，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
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
不正当利益。

此外，规定还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
新闻信息时，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强化举报监督制度，既要求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及时处理公
众举报，也规定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向社会公
开举报受理方式，接受并处理举报。（完）

（据《新华每日电讯》）

③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
建设美丽榆林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排头兵

今年50岁的拓振社，19岁时从绥德
师范毕业，从教已有31年。他温文尔雅、
风趣幽默，同事亲切地称呼他“老拓”，大
胆活泼点的学生偶尔背后也喊他“老拓”，
他总是乐呵呵地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课堂上，拓振社如鱼得水，教学风
格十分洒脱：“大家说说，咱们袁家坪是
不是城市？太阳系的天体，为啥不会碰
撞，咋不会追尾呢？”他风趣幽默，把枯

燥的地理知识与学生们的生活圈子相
结合，利用学生熟悉的地名、环境传授
知识，通俗易懂，课堂气氛十分浓厚，学
生们赞誉地称他为“老顽童”。

拓振社的教学技能不是天生的，而
是他从教31年一步一步摸索和总结出
来的。最初教学时，他也曾“硬教”，缺
乏教学思想；后来，他开始思考如何教，
让课堂有新意；接着又思考如何教得

好，又能让学生学得好，达到课堂既活
跃又能提高学生分数的双赢。

“老师早已对知识烂熟于心，但如
何传授，能让学生更好地接受，这就需
要下功夫。”拓振社说。

第三中学生源较差，学生们大多准
备高考时考艺术，虽然读的是高中，但
很多初中地理的内容都不了解。拓振
社丝毫没有抱怨，他认真备课，分析学

生情况，列举了教学中注意的几个问
题，工作态度十分认真。

正是这样爱钻研、爱学习，拓振社
多次获得省中小学优秀科技辅导员、市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工作者、市中小
学教师学科能力竞赛高中地理二等奖、
县学科能力竞赛地理组第一名等多项
荣誉，子洲县教育局为其设立了“子洲
名师拓振社工作室”。

今年64岁的马维帅，是子洲县高
坪办事处惠家砭村马塔自然村村民。
他因热心公益事业，坚持办学25年，先
后被评为“子洲好人”“榆林好人”，
2016年5月被评为“中国好人”。

1992年春，本村公办学校倒闭，
90多名学生失学在家。马维帅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毅然决定自己办学。他腾出自家的5
孔窑洞做教室，自己掏钱聘请了4名
老师。从此，他为了学校白天种地、晚
上拦羊……两年后，他把家里仅有的
一点积蓄全部投入学校，仍负债累
累。妻子不惜用吃鼠药的极端方式反
对他办学，但马维帅把妻子医治好后，
还是坚持办学。

学校越办越好，学生越来越多。特
别是撤校并点政策实施后，住校的需求
大增，马维帅又修了8孔窑洞，扩建校
舍。为解决部分孩子尿床的问题，他和
妻子每天分睡在两孔窑洞，马维帅和尿
炕的男孩子同睡一个大炕，妻子和尿床
的女孩子睡另一孔窑洞的大炕，每天晚
上挨个叫孩子起床小便，有的还要把
尿。即使这样，还有尿炕的，夫妻俩只
得晾晒拆洗被褥。最担心的是孩子生
病，多少次，马维帅深更半夜背着生病
的学生夜行十几里山路，把孩子送到乡
镇卫生院，直到孩子病情好转，他才踏
实地睡一觉。为了让孩子们一日三餐
吃饱吃好，他和妻子起早摸黑，碾米磨
面，买菜买肉买鸡蛋，想方设法把伙食
调剂得营养可口。

2013年7月10日，子洲县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将马塔小学改名为马塔留
守儿童学校。目前，学生来自全县14
个乡镇，另有榆阳、靖边、横山等县区的
学生，生源涉及2省4市。其中：留守
儿童189人，单亲家庭102人，病残家
庭17人，无户口的7人。学生中年龄

最大的13岁，5岁以下儿童42人，最小
的仅3岁。仅周末无人接送滞留学校
的儿童达三分之一左右，38名学生放
暑假都无人接回，继续留校……

马塔村距县城40公里，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关键。
很多教师不愿去马塔任教。为了请到
好教师，让孩子们学好文化知识，他四
处奔波，招聘教师。他付不起高薪，只
能以自己的真诚和奉献精神打动教师
去马塔、爱马塔、留在马塔，为贫困的山
里孩子奉献青春，传授知识。为了让山
里娃学到电子琴，他咬牙高价聘了一位
电子琴教师。一年之后，马塔学校的学
生们也能像模像样地弹奏出悦耳的电
子琴曲目。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他常年开展武术、声乐、棋类、
大秧歌排练等活动。

子洲县慈善协会的负责同志经常
去马塔小学，给学生发放《慈善读本》。
留守儿童通过学习慈善文化，克服了悲
观情绪，增强了自信、自强的意识，同学
之间互帮互助。在子洲文联的支持下，
由袁维国谱曲、师建东作词，为马塔小
学创作了校歌《心声》，并制作成视频。
校歌唱出了留守儿童内心的期盼，丰富
了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如今，马塔小学汇集了一群教师精
英，他们个个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他
们真诚的奉献，使马塔小学的教育质量
连年在全县名列前茅。学生人数增加
到312人，住校学生达到301人。教职
工25人，开设9个教学班。马维帅不
停地扩建校园，整修操场，新建饭堂、澡
堂、厕所、宿舍等基础设施，学校面积达
5000平方米，操场面积2280平方米，
校舍面积700平方米。

马维帅每天早晨 5点起床，晚上
11点前从没休息过。早晨帮年龄小的
孩子穿衣服，开饭了帮孩子们打饭。
晚上，他为孩子们盖上蹬开的被角，每
天哪里最忙最累最需要他，他就出现
在哪里。老师负责各自班级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安全。为了孩子们一
日四餐，3名厨师马不停蹄地辛劳着，
3台洗衣机不停地运转，仍然不能满
足清洁卫生的需要。几年前，马维帅

叫回了在西安工作的女儿、女婿帮他办
学。去年，他外出采买时遇车祸，在延
安创业的小儿子不忍父亲再拼老命做
事情，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到家乡帮
父亲办学。

为了将村头至学校的道路修好，马
维帅请来交通、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勘
察设计，预算总费用需70万元左右。
因费用太大，难以立项。马维帅心急如
焚，他说不管怎样，咱走的路咱先修。
他带人开工修路，雇了机械设备，借贷
了一部分款，苦干了几个月，第一次修
起的桥不幸被洪水冲垮了。马维帅不
灰心，二次设计，二次修建，最终他劈了
半架山，填平一道沟，盖了一座桥。市
县慈善协会帮他申请到“慈安桥”项目，
补贴了9.2万元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
支持，至今他仍欠着工队的工钱。但仍
有不明就里的人说，马维帅在这个工程
上挣了钱。

说起办学，马维帅总是把所有帮过
他办学的人记在心上，前几年县政府和
县教育局每年为该校解决18万元教师
工资；原省司法厅厅长赵英武为该校筹
款50万元；市慈善协会、县慈善协会为
该校安排了“筑巢项目”“慈安桥项目”

“关爱儿童之家项目”，每年“六一”儿童
节慰问学生；榆林青年慈善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刘志军从去年9月开始，带着10
多名队员每月来学校开展一次帮扶慰
问活动……

马塔留守儿童学校现面临三大困
境：教师工资缺口太大，每年短缺57万
元；学生宿舍严重不足，现在每个宿舍
最少住10多人，最多住20多人，一张
床上最少睡两个孩子，对孩子健康极为
不利；校舍短缺，“双高双普”要求的各
种部室严重不达标，多媒体等电化教学
尚属空白。

面对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马维帅满
头的黑发已经花白，身体状况大不如
前，但他依然坚持着，坚持给留守儿童
撑起一片蓝天，创建一个温暖的家。他
说：“这么多可怜娃娃，都是好娃娃，我
不忍心把学校撂下，再难，我也要让娃
娃们吃好、学习好、有人管，不能断送了
娃娃们的前程！”

前不久，一段山西
朔州某小学学生听演
讲集体痛哭的视频在
网上热传。视频中，演
讲者用激昂的语调教
育 孩 子 学 会 感 恩 父
母。有网友质疑这种
教育方式有些变味和
失当。

现场部分教师和
家长认为，现在不少孩
子不懂得孝敬和感恩
父母，开展感恩教育很
及时很必要。我们无
需质疑校方及演讲者
的初衷和本意，教师、
家长的话也不无道理，
但这种一时一地短暂
的“表演”教育，究竟能
起 到 多 大 的 实 际 效
果？是否可长久抵达
学生的心灵深处？还
未可知。

其实，感恩教育是
对孩子内在持续性的
引导，不是靠运动式的

“煽情”。孩子的感恩
行为也更多是在后天
学习和效仿的，其中的
重要角色不是这些演
讲者，而是父母和他们
身边的人。从根本上
讲，感恩教育是生活教
育，是日积月累、点点
滴滴的生活磨砺，是学
校、家庭、社会长期给
予学生的积极向上的

养成教育。感恩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希望通过一次演讲达到所谓的预期效
果与感恩教育的本质相背离，也难以
长久坚持下去。无独有偶，与听演讲
学生集体痛哭类似，还有的学校集体
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跪拜等等，都是
表面化、简单化的感恩教育方式。对
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初心没有错，其
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探讨，但要义
是能够起到实实在在的长效作用，不
能搞形式主义的感恩教育。

拓振社：亦师亦友 寓教于乐
文图/本报记者 魏丽娟

核心提示

是否有位老师，能让你在梦里见到他都能
笑出声来？

在子洲县第三中学，就有这样一位地理老
师——拓振社。不少学生表示，只要和拓老师
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快乐和自在，梦里都会
自然笑出声来。

“我就喜欢小孩子，从政从商咱不是那块
料，不如上两节课有意义。”拓振社是榆林市首
届好教师，荣获“子洲名师”称号，他的初心一
直没有改变，那就是教书育人。

神木七幼开展考古体验课

将课堂搬进博物馆

本报通讯员刘于绯摄影报道 近日，神木县第七幼
儿园的小朋友在县博物馆上了一节生动的考古体验课。

在带领小朋友们参观博物馆后，模拟考古体验课
正式开始。讲解员先介绍了模拟考古工具和考古步
骤，小朋友们就自己动手开始“考古发掘”。他们先给
考古体验模型喷水，再用小刷子对埋藏的恐龙模型进
行发掘。当小心翼翼地刷掉石灰粉末，最终找出藏在
里面的恐龙模型后，小朋友们兴奋不已。

“博物馆是一所大学校，将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探究问题
的能力。”一位幼儿家长表示。

图为博物馆工作人员给孩子们介绍模拟考古注意
细节。

孙家岔交警中队

加强夏季交通安全管理
本报通讯员杨玉平报道 为进一步强化广大交通

参与者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深入推动夏季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近日，神木县交警大队孙家岔中队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努力提高人民群众懂法守法
意识，自觉规范道路交通行为。

活动中，中队民警运用报纸、网络等平台，进行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同时不定期为在校师生上交通安全
教育课，开展专项安全教育，并在辖区车流量较大、人
口密集场所悬挂交通标语，对主干道路沿线的企业、村
民、学生重点进行宣传，着力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对交
通安全的认知程度以及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马维帅的喜与忧
本报通讯员 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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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地震避险的那节课，我印象特
别深。拓老师突然躲在墙角露出光光
的脑袋，好像一个鸡蛋。”在高一（二）班
教室，学生何欢欢说起这一幕，学生们
都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大家说，拓老
师是最亲近的老师，“不好好听他的课，
自己觉得臊得慌”。

拓振社从不打骂学生，他有一套独
特的育人方法，百试百灵。上课时，总
有学生不带书，“你没带书啊，来，你用
我的。”学生不写作业，“你没有本子吧，
来，我给你免费发个本。有没有笔啊，

我给你一支笔。”长此以往，学生们都不
好意思了。

第二招就是“拉关系”。有些学生
来自外县，感觉和当地学生老师不亲
近，拓老师就拍着学生肩膀：“咱是老乡
呢，你们那个村有棵大槐树吧，我以前
就去过。”一席话，让学生们有了心理依
靠。拓振社去过子洲很多地方，对调皮
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谎称：“你们那个
村我知道，你的父母叫啥我都很清楚，
你爸爸我都教过呢。”这些善意的谎言，
督促着学生们认真学习，不断进步。

第三招就是鼓励。三中就读的孩
子里，有很多是家长放弃不管的。“这些
娃娃真的可怜，作为老师就要鼓励他
们。”拓振社说。事实上，学生们学习压
力很大，学习很努力，老师和家长都不
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2007年，拓振社带毕业班，其中一
个艺术生特别爱画画，但是突然检查发
现是色盲，孩子备受打击，特别泄气。
就是因为拓振社的一句话，“咱们学艺
术的肯定能考起大学，考文化课的不一
定能上大学。”他才重整旗鼓，考上了大

学，现在深圳知名服装公司从事设计工
作，每每说起对拓老师十分感激。

拓振社对学生们的教育潜移默化，
虽然现在他不带班，但对培育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时代在
变，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变化也很大，功
利思想很严重，竟然觉得不上学以后可
以靠关系，作为老师一定要不断对学生
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虽然高
考更看重成绩，但拓振社并不“唯成绩
论”，他认为学生的品行更为重要，这也
是他最看重的。

“教学没有深浅，必须坚持学习”

“不好好听他的课，自己觉得臊得慌”

拓振社在课堂教学中拓振社在课堂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