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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三農」為百姓發聲
任素貞每年的提案都會有不同的主題，2016年的

主題是「教育」，其中4件提案事關教育。但在每
年的提案中總會有一個不變的主題：「三農」。任
素貞說，這是她的一個情結。
「任老師這麼多年一直奔走於社會各層，為基層

發聲、呼籲。」楊瑞強感慨老師這種工作的熱情，
更特別感動她對農村發展的關心：「她總是不遺餘
力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群，尤其是偏遠農村地
區。」
《關於加大實施新農村合作醫療力度的建議》

《關於依法規範農村土地流轉程序的建議》《關於
加強偏遠地區村級道路建設的提案》……任素貞的
視線始終沒有離開「三農」。任素貞告訴記者，
「草根委員」只有扎根到基層去，才能了解最現實
的問題，也才能反映出基層老百姓的聲音。
任素貞2014年撰寫的《關於農民工工傷及賠償現

狀的調研》被致公黨山東省委列入重點調研課題。
她調研發現，農民工大多在建築業、製造業等高風
險行業工作，職業危害風險大大高於其他行業，而
他們往往又沒有參加工傷保險。她呼籲政府部門加
強對重點領域的監管督查力度，加大對違法違規企
業的懲罰力度，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幫助農
民工維權。

任素貞 情滿教育愛灑民生
關注社會熱點、難點，立足教育，「跨界」三農、醫療、交通、民生等不同領域，山

東省政協委員任素貞的提案有數量、有質量、有分量。責任在肩、為民諫言，任素貞

說：「建言建到要害處」。她的建議被《零訊》採納，她的提案也被納入政府決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丁春麗 青島報道

對於從教35年的陳棟來說，如今桃李滿天下的他最能體

會「知識改變命運」的真正含義。作為安徽省政協常委，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安徽省委常委，和合肥一中的校長，

陳棟深知，自己不僅是一位教師，更肩負着作為政協委

員、九三學社社員的社會責任，借助這些平台，他直接或

間接幫助了很多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並見證他們通過接受

更好的教育而有機會改變自己和整個家庭的命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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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瑞強依然記得和老師任素貞做的
一次調研。2013年1月的魯西南平
原，寒氣襲人，任素貞每到一個村直
奔衛生室。他們走訪了十多個村莊，
訪問了 30多名當地鄉村醫生和村
民，任素貞在筆記本上記下一個個問
題。《關於改善農村醫務所現狀的建
議》的提案百煉出爐，這是任素貞向
山東省政協提交的第一份「作業」。
提案中，任素貞闡述了目前農村醫
務所「缺醫少藥」的基本情況，呼籲
加大對農村醫務所的補助力度，建議
發展一批「大學生村醫」，給予一定
優惠政策，這樣既能提高鄉村醫療水
平，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學生就
業問題。
任素貞的這一提案受到山東省有關

各方高度重視並進入省政府決策，山
東省財政廳會同省衛生廳納入發文內
容予以實施。結合中央補助，加大了
對該省統一規劃村衛生室實施基本藥
物制度的補助力度，補助資金達到1
億元人民幣。
為確保這一惠民政策得到落實，減

輕農民就醫負擔，任素貞抓住提案不
放鬆，又一次從青島跑去魯西南，就
政策的實施情況開展了實地問卷調查
和訪談。《關於進一步加大對鄉村醫
生補助力度的建議》再次被她帶到
2014年的山東「兩會」上，她建議
適當提高報銷額度、增加可以報銷藥
品的種類。
楊瑞強告訴記者，在此次調研中，

任素貞一直指導他如何發現問題、分
析原因、提出建議。「任老師從來不
講大道理，而是啟發學生的思維意
識，再授之以道。」楊瑞強說，老師
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深深影響到了
他，他也從英語專業跨學科報考法律
研究生，如今成了一名法官。
「缺乏責任心的熱情往往不能持

久，責任心會鞭策你無論在什麼情況
下都會善始善終地完成工作。」任素
貞說，政協委員比一般公民肩負更多
的是一種使命、職責和義務。

加入政協20年的陳棟算是政協的老委員了。陳
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先後擔任過一屆安徽省
政協委員和三屆安徽省政協常委。參政議政是政協
委員的職責，這麼多年來，陳棟寫過很多提案，其
中大部分提案都與教育有關。

深耕中華文化提高民族自信
陳棟發現，在內地的教育中，對我們自己民族文

化精髓的內容教授得還不夠，民族文化的缺失已成
為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之一。民族文化缺失的
直接體現就是民族文化不自信。陳棟表示，國人出
國旅遊時看到標有「中國製造」的產品就不買，在
內地的商場內，大部分國產品牌喜歡用英文命名等
很多現象都體現出國人的民族文化不自信。作為一
名英語老師，陳棟多年前就曾提出反對幼兒園過早
開設英語課程的提案，在他看來，孩子在語言發育
最佳的年齡應該首先學好中文，並不斷夯實民族文
化基礎，讓孩子們從小就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進
而不斷提升文化自信。同時，陳棟還提出增設國學
課程、對內地企業在註冊品牌名稱時多使用中文等
內容提出建議。

關注城市規劃前瞻提案成真
在關注教育及文化發展的同時，陳棟的提案還涉

及部分城市發展的內容。2011年，經國務院批
覆，安徽宣佈撤銷地級巢湖市，並將中國五大淡水
湖之一的巢湖劃入省會城市合肥。巢湖的劃入將對
合肥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當得知這一消息時，陳棟
十分激動。作為土生土長的合肥人，陳棟對合肥的
區域規劃和發展十分了解，陳棟介紹，作為省會城
市，合肥是一個有河不寬、有山不高的城市，但是
在距離合肥20公里以外就是巢湖，如果將巢湖劃
歸合肥管轄，那將對合肥市的整體規劃和發展都有
很大的幫助。經過多方調研，早在90年代末，陳
棟就提出《合肥向巢湖發展》的提案。「我現在都
清楚記得，當時提出這個提案之後，安徽省發改委
回覆我『合肥市向大的省會城市發展，這涉及到區
劃調整，由國務院決定』。」陳棟表示，雖然合肥
市的區劃調整並非我一個提案就能落實，但自己的
提案也起到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合肥市第一中學的校園裡，陳
棟接受了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記者的採訪。陳棟笑稱，自己的
簡歷很簡單，就是兩所學校，在合肥
市第六中學擔任英語老師，工作19年
後調任合肥市第一中學當校長直到現
在。陳棟曾被下放到農村，1977年國
內恢復高考制度，當時已經20歲的他
通過高考進入了安徽師範大學英語專
業，畢業後如願成為了一名英語老
師，自此便從未離開他熱愛的校園。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陳
棟切身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幫扶直接而深入
通過高考進入大學，進而走出大
山，即便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
這也是很多貧困地區孩子改變命運的
主要途徑。「然而，目前國內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現象普遍存在。」陳棟告
訴記者，尤其是在師資力量等軟件資
源的分配上，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
市相對集中，貧困地區孩子在師資力
量相對薄弱的情況下，考取理想大學
的難度越來越大。多年來國家十分重
視對貧困地區教育資源硬件的提升，
現在，對教育資源軟件的提升開始受

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陳棟總想着，自己還能為教育事業

做點什麼。「同心智力行」是九三學
社的品牌活動之一，通過教育結對幫
扶的形式，向貧困地區輸送優質的教
育資源。「通過這個平台的牽線搭
橋，我們幫扶了安徽金寨縣果子園鄉
的學校，為那裡的老師提供義務培
訓。」陳棟告訴記者，合肥一中每年
還額外為幫扶學校提供5個指標，此
前享受指標的果子園鄉的10名學生均
已考入本科院校。
陳棟坦言，這些孩子在合肥一中獲

得了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分別考取了
更好的大學，畢業後將通過知識，改
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會改變整個家庭
的命運。隨後，陳棟又定點幫扶了貴
州的兩所高中以及新疆和田地區的高
中等學校。
據悉，陳棟組織合肥一中各學科的

骨幹教師對幫扶學校的老師進行培
訓，同時自己還擔任英語教師的培訓
工作，通過將這些資深教師多年積累
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當地教師，
幫助他們快速提升教學水平，進而為
當地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在陳棟
看來，教育的幫扶力度是最持久和最

深入的。
陳棟介紹，堅持多年的教育幫扶效

果顯著，定點幫扶的貴州威寧九中是
2014年新建的高中，全校80%以上是
少數民族學生，合肥一中的教師們不
僅多次到當地進行培訓，還安排威寧
九中的教師到合肥一中進行免費的跟
崗培訓。經過雙方努力，威寧九中已
經一躍成為全縣第二大學校，升學率
得到很大提升。

幫助他人提升自己
據介紹，貴州、新疆等貧困縣學校

位置都很偏遠，每次帶隊過去，老師
們都要多次換乘
高鐵、汽車等交
通工具，單程至
少要花費一天的
時間，但合肥一
中的老師們熱情
非常高。陳棟表
示，因為在他和
老師們看來，任
何一所好的學校
都要有擔當、有
社會責任感，他
們身為教師，能

夠為貧困地區學校教育水平的提升提
供幫助，是老師價值充分發揮的體
現。
「我們不只是付出，也收穫了很
多。」陳棟表示，老師們在做講座之
前需要總結經驗、認真研究，這個過
程對教師自身教育能力的提升有很大
的幫助。
陳棟告訴記者，長期在學校教學，

很多教師會產生職業倦怠，而在幫扶
其他學校的過程中，可以重新激發老
師們教學的熱情和潛能，使老師得到
很大的鍛煉，幫助別人的同時，提升
了自己，何樂而不為。

陳棟

教育幫扶智力脫貧

從青島市政協委員到山東省政
協委員，履職政協委員 20

年，任素貞感受到了履職的光榮和
責任。「做了政協委員，就像多了
一隻看世界和看問題的眼睛，給了
我觀察生活、關注社會的另一扇窗
口，我比以前更關注身邊的困難
事、尷尬事、民生事。」
任素貞另外一個身份是青島科技
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教授、碩
士生導師，從事高校教學及管理工
作30多年，任素貞對教育的關注可
謂「近水樓台」，相關的教育提案
就有十幾篇。從規範早教收費亂象
到高校論文造假，從加大「二孩」
教育資源到遏制家長作業「泛
化」，再到發揮好家委會作用，任
素貞的提案總是緊隨社會熱點，切
中教育時弊。

完善學術評價體系
身為高校教授，任素貞對學術論
文造假的問題「深惡痛絕」，她在

提案中直言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出
了問題，「論文工廠」玷污了學術
本身的純潔性和神聖性，使中國學
術界在國際的地位和名聲都受到了
影響。
但任素貞在調研中發現，一方面

人們對垃圾論文深惡痛絕，另一方
面垃圾論文卻沒有銷聲匿跡，反而
愈演愈烈。任素貞在提案中建議建
立合理的科研量化考核制度，建立
全面的人才評價機制。在她看來，
科研「量化評價」最大的消極影響
就是「相當一批學人放棄了學術之
內在品質，而變成一個數量意義上
的大量操作」。
目前，根據大多數高校研究生人

才培養要求，無論是碩士生還是博
士生都需要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
這本無可厚非。但中國的期刊資源
根本滿足不了這一龐大群體的需
求，這就使得「論文工廠」市場需
求「生意興隆」。同時，很多學生
為了達標而發論文，所撰寫的大多

數論文沒有真正的學術價值。任素
貞呼籲教育部門，組織專家開展研
究，完善高校論文質量評價體系，
遏制學術不端，維護學術的純潔與
神聖。

家委會可引入第三方監督
前一段時間，上海某學校的家長
委員會競選資料被上傳到網絡，家
長們紛紛晒出自己名校、海歸、高
管履歷的截圖，引發網友熱議。而
在2016年的山東「兩會」上，任
素貞就撰寫了《關於如何發揮好家
委會作用的建議》的提案。
任素貞在調研中發現，由學校主
導的家委會弊端叢生，飽受爭議。
實際運用中，家委會偏離了教育部
出台相關文件的精神，沒有履行文
件中明確規定的家委會職責，卻淪
為學校謀私的推手、幫手。
家委會飽受詬病的另一原因則是

許多家委會的產生沒有嚴格按照文
件走「民主公開」程序，而是由班
主任指定，其成員被戲稱為「非富
即貴」。這又從另一方面迷惑了家
長，影響了教育部門的形象和政府
的公信力。
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任素貞

建議可借鑒私立學校的做法，信息
公開，家長自主選擇。任素貞建議
嚴格家委會的推選程序，加強家委
會制度化建設，可引入第三方監
督，保證家委會的代表性和可信賴
度。任素貞還建議教育行政主管部
門，要對學校和老師的評價體系與
家委會甚至所有的家長意見掛鈎，
設立家長評議渠道。

■■安徽省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常委、、合肥一中校長陳棟從教已有合肥一中校長陳棟從教已有3535年年。。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印江一中教師到合肥一中進行跟崗培訓印江一中教師到合肥一中進行跟崗培訓，，合肥一中校長合肥一中校長
陳棟陳棟（（前排左三前排左三））與老師們合影與老師們合影。。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任素貞任素貞（（右三右三））在山東蒙陰調研精準扶貧在山東蒙陰調研精準扶貧。。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