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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贫县的控辍保学攻坚战
□时报记者 张永黎 摄影报道
2018 年 4 月 12 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的
案件，这是我省首例因辍学引发的
“官告民”案件。
5 月 8 日，化隆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再次在化隆县群科镇以“官告民”的形式
公开审理了监护人科木其村村民马某拒送被监护人入学一案。
两起因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化隆县在控辍保学方面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劝返的路很艰难
化隆县属六盘山连片特困区，县
境内山大沟深，自然灾害频繁。上世
纪 80 年代，化隆超过六成的农户为贫
困户，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过 去 ，因 贫 辍 学 现 象 在 当 地 并 不 少
见。因为贫穷，很多化隆人选择外出
打工，于是便催生了拉面经济。这个
仅有 30 万人口的县城竟有 10 万人外
出务工，在中国 270 多个城市经营着
1.5 万家拉面馆。但随着拉面经济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
农民收入在不断攀升的同时，一个特
殊的未成年人群体也由此产生——农
村留守儿童。
“辍学儿童中很大一部分是留守
儿童，我们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部
分学生辍学比例大，返校难度也大。”
化隆二中教师马志忠说。
在长期的劝返工作中，马志忠深
刻地意识到，这些孩子辍学后，留下了
很多隐患。
“ 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很多
都是爷爷奶奶帮着带，老人也不知孩
子一天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再不负
责任，孩子的一生可能就毁了。”
马志忠说，他班里有个女孩子，
14 岁，六年级毕业后因厌学辍学，跟

村干部和老师上门劝返

随家人到山西太原开拉面馆一年半。
这个女孩子的哥哥也辍学在家。“在
今年控辍保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
不厌其烦地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又到
家中给爷爷奶奶做思想工作。家长不
听我们又给他们讲法律，难度相当
大。”
劝返的路很艰难，但是马志忠和
他的同事一刻都没有放弃。经过两个
多月的“软磨硬泡”，辍学的两个孩子
终于返回了校园。
“学生虽然回来了，但是这些孩子
的情感非常脆弱，老师稍微不注意可
能又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再次辍学
的风险也比较大。
”马志忠说。
“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非常关心他
们，在学习上因材施教，平时对这些孩
子多加赞美，让他们时刻能感受到在
班级中存在的价值，感受到自己受到
了大家的关注。
”马志忠表示。
记 者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获 悉 ，截 至
2018 年 4 月 16 日，化隆二中共计劝返
405 名学生，这些数字的背后，有着马
志忠、王清和李积德三位老师的责任
和艰辛。
“ 劝返责任重大，未来的路还
很长。”
三位老师一再表示。

“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深入农户家中做劝返工作

一定要让孩子回到课堂
天蒙蒙亮，6 岁的张晓明（化名）却
不再去学校读书了。自从父母离异、
奶奶去世后，父亲便做了决定：家里没
有经济来源，我得外出打工，孩子没人
照顾，不能去学校了。
一晃六年的时间过去了，2015 年
10 月，海东市教育局精准扶贫“第一书
记”魏有伟入驻黄麻村。在对村情、民
情及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时得知了
此事。
“ 当时就想着，一定要让孩子回
到课堂，接受义务教育。
”
劝返的路开始了，可哪有想象中
的顺利。魏有伟和学校教师多次跟张
晓明父亲电话沟通后，均遭到拒绝。
几年过去了，张晓明的父亲要么
拒接电话，要么告诉他们等他回家就
送孩子去上学。

2018 年春节，张晓明的父亲回家
过年了，得知这一消息，魏有伟和学校
老师以过年慰问的名义再次上门劝
说。
“劝返是一件很磨人的事情，他嘴
上说一定送孩子去上学，但开学了他
根本又不当回事。
”魏有伟说。
开学后，魏有伟又和老师去了张
晓明家，对家长使出了各种“招数”，张
晓明父亲终于被他们的“软磨硬泡”感
动了。
2018 年 3 月 8 日，张晓明重回教
室，开始了他的校园生活。可此时，他
已经 14 岁，才开始一年级的生活，他
能否适应学校生活，能否和一年级的
孩子们融到一起，也是魏有伟和其他
老师所担心的。

海东的干部多次到村里宣讲控辍保学政策

一场持久战已打响
“娃娃再不送到学校不行了，政府要取
自去年以来，化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消给我们的拉面经济优惠政策了。”去年， 视控辍保学工作，先后 8 次组织召开控辍
在外开拉面馆的化隆人都收到了来自家乡
保学工作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出台了
的信息。
《化隆县“六个禁止”
“十二个凡是”控辍保
化隆县委、县政府决定让 46 个驻外办
学工作措施》。
事处负责督促在外就读学生将就读证明通
今年年初，又对全县义务教育阶段辍
过微信平台发回原籍，并动员在外打工辍
学学生进行了地毯式摸排，各乡镇负责摸
学学生在流入地学校或返回原籍就读。
排未入学人员、教育部门负责摸排学籍库
对辍学在外打工经反复动员仍不入校
中辍学学生、就业部门负责摸排在外就读
的，一律取消其监护人享受粮食补贴、退耕
及打工辍学学生、宗教部门负责摸排入寺
还林补贴等优惠政策；一律不批准农村“两
念经辍学学生，经教育部门汇总后于 2 月
房”和棚户区改造、廉租房等项目；一律取
12 日进行了移交。司法部门负责对发放
消所有拉面经济优惠政策；一律不办理扶 “三个通知一个裁定书”后仍拒送子女入学
贫贷款及信用卡。
的学生监护人做好起诉前的准备工作。
记者从化隆县教育局获悉，截至 5 月
4 月 12 日，化隆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11 日，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报到学生共计 4.4
公开审理首起因控辍保学引发的“官告民”
万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共劝返学生 2569
案件，打响了全省“依法控辍”的第一枪，对
名，其中：小学 561 名，初中 1913 名，普职
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起到了一定的震慑
95 名。
和教育作用，也对其他乡镇的控辍保学工
庞大的劝返数字背后，是当地政府控
作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对全市乃至全
辍保学
“一个都不能少”
的坚定决心。
省控辍保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控辍保学的路还很长
海东市所辖的六县（区）基本都处于山
大沟深的山地，乡村学校分布更是点多面
广，辍学的孩子基本都处于山大沟深的乡
村。尽管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一直对控辍
保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目前来
看，全市控辍保学的路还很长，由于受人
力、财力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弥
补这段距离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采访中，很多教师和“第一书记”表
示，由于受教师紧缺、校舍不足等因素限
制，随着劝返学生不断增加，初中班级多数
成为为大班额、超大班额，不解决这些随之
出现的问题，仅仅停留在劝返上，学校将不
堪重负。
“化隆县第二中学初中年级共有 14 个
教学班，截至目前已劝返学生 443 名，除初
三年级 4 个教学班外，其他 10 个教学班班
容量均在 70 人以上，
为超大班额。”
“劝返生来源复杂，由于知识断层、社

交圈复杂、社会阅历不一，混迹社会多年，
沾染不良习气，不受约束、不受管理，给学
校管理及安全工作带来了很大隐患。”
“由于化隆县是国定贫困县，县财力捉
襟见肘，随着劝返生日益增多，诸如营养
餐、生均公用经费、寄宿生生活补助等县财
政无力解决，给学校正常运转带来了极大
困难。
”
目前，虽然海东市及各县（区）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但全市控辍保学未来
的路很长很艰难，破解这一难题，也需要更
多的财力和人力去保障，更需要政府、学校
和社会打好组合拳，确保上学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