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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定要有
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来到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正在天
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二号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亲切通
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6月23日新华社）

中国航天从筚路蓝缕走向星辰
大海，经过几代追“星”人赓续奋斗，
在神舟十二号飞天并首次实现空间
站对接后，进入了新的篇章。未来的
青年能否顺利接棒并刷新纪录，取
决于今天的孩子受到怎样的教育，
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关心我们所在
的这片天地，有勇气和力量去探寻
未知与未来。

如何让孩子爱上科学，走进科
学？笔者认为，在深耕青少年科学教
育这条主线的基础上，至少还应当
开通这三条“辅路”，才能保证国家
尖端科技发展有稳定的人才供给。

科学教育须上好“理想”课。
神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摆明

了一个道理：人之所以伟大，是因
为有理想。从嫦娥奔月、敦煌飞天
到天宫遨游，中国人始终敢于做
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这段历史
理应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
常见的“菜单”。事实上，许多孩子
也确实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向
往 ，这 样 的 孩 子 应 当 被“ 精 准 识
别”，家长与教师则可以顺势而为，
鼓励他们进行相关领域的阅读、进
阶的学习或亲身体验，悉心呵护他
们梦想的“小火苗”。当然，航天事
业的艰巨性决定了这样的梦必须
有爱国的精神底色，得有“国家需

要，我就去做”的决绝、“埋首铸剑
甘奉献，抬头不知几春秋”的坚守
和“为热爱投入”的执着，此种精神
应当从小锻造，如果缺少信仰，以
至不甘寂寞浅尝辄止，就绝不可能
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科学教育应补好“危机”课。
有些人会对人类的空天探索产

生这样的质疑：这种事费时费力费
钱，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登天”，
根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这是一种
典型的，缺乏危机意识的认知。现代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实力和
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
量。因此，危机教育应当成为国民教
育的重要一环，使生活在富足、安定
年代的青少年人不仅保持乐观主义
的精神，还能知感恩、思进取、明远
志，树立底线思维，这是当前科学教
育相对欠缺的。

科学教育还得学好“哲学”课。
神舟十二号飞天，是时候与孩

子们一起追问：宇宙究竟意味着什
么？宇宙有边界吗？世界上有无限的
东西吗？这些看似“无用”“无解”的
难题，其实埋藏在每个孩子的心底，
是滋养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最原
始的“富矿”。应当鼓励孩子们在波
澜壮阔的宇宙与人类求索的足迹中
去思考存在、时空、生命、意识、信息
等哲学关系，去培养孩子爱思考、爱
质疑的习惯，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的生存方式。哲学思辨与科学精
神之间绝不是相互拆台，反而是相
得益彰的，我们应该做有思想的科
学教育。

一句话，家庭、学校、社会应该
联动起来，让孩子们远离尘嚣与浮
躁，心存理想，自由遐想，安然地仰
望星空！

吴鹏（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近日，教育部通知宣布遴选确
定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
型案例单位，并在系统内推广有关
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通知中明确
要求，中小学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
于当地普遍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
小时。（6月23日《北京青年报》）

当前，各地中小学下午放学
早，与家长下班时间错位，是各地
普遍存在的现象，课后接送、学
习、看护成为家长操心的现实难
题。此前“三点半难题”的解决办
法，多数是家长自己想招，要么请
老人照料，要么雇佣保姆，要么四
处找托班。如此，不仅造成家庭经
济负担加重，需要额外支付托管、
补习费用，亦令教育减负的效果
大打折扣，反而更加严重。因此，
学校适当延长在校时间，将课后
服务与下班时间衔接上，就可以
有效解决这个难题，亦是回归教
育的公益本质。

从看管学生的角度看，最好是
将学生放在学校内，由老师代为托
管照顾，不仅环境适合、安全周到，
有老师在，能够管得住学生，家长
也更放心。此前，多地已经做了试
点工作，采取了多种措施，将离校
时间延长，中小学生可以在学校写
完作业，参加丰富有趣的活动课，
比如艺术兴趣班、体育锻炼等。教
师因此增加了工作量，延长下班时

间，产生了费用，则由政府提供财
政补贴，家长缴纳一部分费用，向
学校统一购买课后服务。

将校外托管转移至学校课后
服务，乃是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试
点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受到了各
地家长的一致赞赏，认为政府和学
校在履行职责，为家庭分忧，给全
面推广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此次，
教育部要求各地解决“三点半难
题”，将课后服务时间与下班时间
衔接，就是藉此督促各地学校主动
承担教育公益责任，把学生尽可能
留在校园内，减轻家庭负担。

课后服务要坚持底线原则，学
校不能借此机会开展超前教育、

“补课”“刷题”等，以防加重学生的
课业负担。课后服务应以素质教育
为主，培养孩子的德智体美，为学
生安排合理的阅读、体育锻炼、艺
术培养、科学兴趣、拓展训练等，以
促进学生综合全面发展，真正享受
学习的快乐时光。

如今，在培训机构乱象丛生、
家庭教育负担过重等背景下，家庭
教育焦虑十分严重，到了必须改变
的地步。近期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
整治举措，均表明政府在采取行
动，切实解决教育存在的各种问
题，让家庭卸下沉重的教育负担，
让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应对学习，激
发创新活力，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培
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江德斌

课后服务与下班时间衔接
回归教育公益本质

百姓话语

建好科学教育的三条“辅路”

中考前夕，宁波市第十五中学
的初三班主任沈乐茹在朋友圈嗮
出了38张“私人订制”的明信片，
每一张都用笔写着整齐的三行祝
福语。难能可贵的是，38 张明信
片，每张祝福语中都嵌入了每个学
生的名字，此举引来众多同行及已
毕业学生的赞叹和羡慕。（6 月 22
日《现代金报》）

每年中高考前夕，各地都会爆
出各种老师和家长的祝福举动。

眼看带了三年的学生即将迎
来人生大考，为人师者，为孩子们
送上祝福乃人之常情，关键是选择
怎样的祝福方式。这需要老师用心
思考，用心准备。你可以选择在上
最后一课时说上几句祝福的话，也
可以站在考场前拥抱每个考生，也
可以像沈老师那样给每个考生写
明信片，这些都能体现老师对学生
的一片真心、真情。

而我为什么独独钟情沈老师
的选择呢？那是因为她太用心用情
了。为了写好这 38 张“私人订制”
的明信片，她提早一个月准备。一
个个工整、漂亮的墨水字，是她请
自己先生写的，“因为他的字比我

漂亮”。而且“我要求他写的时候，
学生名字里的字，比其他字稍大一
些。时间特意写成 6 月 17 日，即中
考前一天。”

虽然是语文老师，但要把38个
学生的名字都嵌入四个字的祝福
语中，难度可想而知。还有怎么签
名、排版式、落款时间选择以及明
信片的挑选等，沈老师动足了脑
筋，用足了心思，怎一个“忙”字了
得。

好在沈老师没有白忙活，她的
一番情意不仅为 38 位考生送上了
此生最有意义的中考礼物，而且也
赢得了众多同行和已毕业学生的
赞叹和羡慕。

也许最有价值的恰恰就在于
此。作为同行，他们当从 38 张“私
人订制”的明信片中读出别样的涵
义，即教书育人就要像沈老师那样
用心用情，如此才能成为一名优秀
的教育工作者；作为沈老师曾经的
学生，读了这些明信片，不仅能再
次感受到当年沈老师教他们时候
的那份心那份情，还能悟到一点：
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要像沈老师那
样用心用情做好本职工作。

王学进

为师当如沈乐茹这样用心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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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是工行宁
波市分行下辖的一家全功能旗舰支行。
它以“大桥精神”为核心服务理念，以支持
片区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满足客户
需求为己任，近年来通过优化信贷投放结
构、延伸服务内涵、提升金融服务品质，与
湾区经济同发展共进步。

发扬开荒拓土的“造桥精神”
深耕普惠金融

“多亏了工行杭州湾新区支行，才让
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渡过难关。”近日，在
杭州湾经营外贸生意的李先生由衷地表
示感谢。

原来，他的日用品进出口企业受海外
疫情影响，部分存货堆压，今年年初出现
了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况。就在企业负责
人一筹莫展之际，工行杭州湾新区支行在
排摸走访中遇到了他，在了解企业情况
后，该支行客户经理向企业法人推荐了工
行“跨境贷”，该贷款是针对优质进出口小
微企业的信用贷款，在线申请方便快捷，
随借随还，十分符合企业需求。经过客户
经理指导和争取，短短几天功夫，法人成
功开户并通过线上申请获得了22万元的
贷款额度，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据了解，该支
行十分重视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支行员工
发扬开荒拓土的“造桥精神”，经常走访对
接辖区内小微企业，了解经营情况，根据
不同客户的贷款需求，提供相匹配的信贷
产品。尤其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各类企
业，通过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等方式实现发
展路上“喘口气”，有力缓解了企业资金周
转压力。客户经理多上门，银行数据多跑
路。在真抓实干的业务推进中，2020年，
工商银行杭州湾新区支行实现新增小微

企业融资客户71户，新增普惠贷款2.15
亿元，其中为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1.01
亿元。

发扬海纳百川的“通桥精神”
服务实体经济

在稳健发展的同时，该支行深入对接
区域建设需求，结合新区打造“智慧城市”
的发展战略，聚焦金融场景建设，将智慧
政务融入网点。持续加强银政、银企合
作，发扬海纳百川的“通桥精神”，积极投
身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紧跟新区政府招
商引资步伐，全力做好配套金融服务，有
效支持新区重大项目推进。自2013年末
升格以来，该支行先后对接了海涂围垦工
程、四灶浦水库建设工程、滨海六路地下
管廊及配套工程等基建项目，及杭州湾医
院、金融广场等民生项目的建设，为各大
工程的推进提供相应资金保障。

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金融网点，该支
行立足当地服务民生，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他们走社区进商场进学校开展“双百
双千”“小小银行家”“普及防范电信诈骗、
反假识假”等金融安全知识；为辖区诸多
项目施工单位上门办理民工工资卡，切实
助力辖区工程建设领域“无欠薪”工作的
落地；严冬时节，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暖心
热饮、赠送防疫物资、发放严冬慰问物
品。积极对接居民金融服务需求，全力保
障信贷额度支撑，满足居民安居梦。

他们的热情奉献，得到了认可，该支
行营业部先后获得“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
服务四星级网点”“宁波市民满意文明示
范网点”“总行优质服务百佳网点”“分行
十佳服务网点”等多项荣誉。这些荣誉是
对网点服务的肯定。未来，该支行将继续
努力回报广大客户。 王巧艳

工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优质服务践行“大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