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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五周年综述
本报记者 赵秀红
有这样一组数据，温暖而厚
重：在 29 个省份的 13.7 万所学校
实施，受益学生超过 3360 万人。
3360 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
在义务教育阶段，每天有超过 1/2
的学校参与，近 1/4 的学生受惠。
这样一项工程，与穷娃娃如此贴
心，饱了肚子，暖了人心。
这项工程就是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1 年，为
改善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营养健康状况，根据国务院决
策部署，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 15
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必然要求，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
刻阐述。青少年学生占我国人口
比例约 20%左右，他们的健康成
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
如今，这项工程走过 5 年。5
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从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
做起，为广大试点地区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成为继“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两免一补”政策之
后，国家出台的又一项重大民心
工程、暖心工程，真正实现了为
学生添营养，为民族铸希望。

基本消除农村娃饿
着肚子上学现象
蒸米饭、盐水黄豆，这是广
西都安县大多数寄宿制学校学生
的 午 餐 和 晚 餐；开水、 干 馒头 ，
这是宁夏西吉县王民乡中心小学
几乎所有寄宿生的主要食谱，能
带上一点儿咸菜，那是奢侈。
在城市儿童肥胖症患儿越来
越多的同时，在贫困地区，还有一
群孩子得不到最基本的营养保障。
而 5 年后，另外一番场景：
“铃铃铃……”湖北省郧县堰
河完全小学的校园里响起了清脆
的下课铃声。五六分钟后，四年级
学生乐乐和妞妞已和往常一样拎
着两个篮子快步走向教室。篮子
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一盒盒摆放整
齐的牛奶。这是他们的课间加餐。
在云南罗平，有所地处滇、
黔、桂三省交界的山区小学——
钟山乡中心完小，做到了一日三
餐、顿顿有肉吃，每顿中、晚餐

贵州省丹寨县扬武民族小学学生在享受营养餐
贵州省丹
寨县扬武民族小学学生在享受营养餐。
。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资料图片）
三菜二汤，并且做到荤素合理搭 （800 元/年），所需资金全部由中
配，品种丰富多样。
央财政承担。地方试点地区参照
在农村中小学，凡是有读书
国家试点标准执行，中央财政按
声处，这一改变就在发生，如阳
照不超过 50%的标准给予奖励性
光一样，不遗漏一个穷孩子。惠
补助。从 2011 年至今，中央财政
民工程能延伸到农村义务教育学
累计安排资金 1591 亿元，用于实
校的每个末梢，背后是何其坚固
施营养改善计划。为了改善就餐
的后盾做支撑：
条件，推进学校食堂供餐，中央
营养改善计划从开始就恪守
财 政 累 计 安 排 300 亿 元 专 项 资
“高标准”。营养改善计划坚持制
金，重点支持解决试点学校就餐
条件差、食堂缺口大、供餐能力
度先行，以高标准、严要求促管
弱的问题。截至今年 10 月底，已
理科学化、规范化。教育部联合
完成食堂建设项目 6.85 万个，新
财政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 15
建、改造面积 2563 万平方米，有
个部门，先后组织制定了实施细
则、食品安全保障管理、专项资
力推动供餐模式向学校食堂供餐
金管理、食堂管理、实名制管
转变，国家试点县实行食堂供餐
理、信息公开公示、营养健康监
的学校比例达到 76.63%。
测评估、应急事件处理、餐饮服
“安全”是营养改善计划推行
务食品安全监管、食堂建设等 10 的第一准则。安全包括保障食品
个系统的管理制度，明确了中央
安全和资金安全，要确保每一份
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试点学
营养餐都吃得安全，每一元钱都
校以及供餐单位的职责，规范了
吃到学生嘴里。各地都按要求建
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一起步就
立了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定好了规矩。
制度，与试点学校、供餐企业等
中央财政担纲主力，不断加
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书，对供餐
大投入力度，学生添营养，人民
企 业 实 行 严格准 入和退 出机制，
有福祉。中央财政为 699 个国家
将不合格的供餐企业列入“黑名
连片特困地区县 （含 19 个团场） 单”；建立并落实了学校膳食委员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
会、 校 长 （教 师） 陪餐 等制度 。
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4 元
教育部建立了实名制学生信息管

署等组织经过实地考察后，给予
高度赞扬，认为“在世界范围
内，中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是一项了不起的计划”
。

做足加法，基层涌
现大量创新实践
在宁夏，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学校有个“紧箍咒”
：
自治区营养办和县（区）营养
办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轻点鼠标或
用手机 APP 登录系统，根据权限就
可以看到各县（区）学校食谱制定、
出入库记录及采购物品的数量和
价格、资金收支结余、食品留样等
重要信息，
监管实现智能化。
这是宁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组织开发的营养改善计划监管平
台系统，是为了有效加强对各地
各学校食品安全和资金运行安全
监管，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计划
在阳光下运行。
在山西安泽县，多所学校建
设 了 自 己 的 试 验 田 （种 植 基 地）
并种植多种蔬菜、粮食，一方面
节约了成本，另一方面保证了原
材料卫生、健康，同时培养了学
生的实践能力，一举多得。
（下转第三版）

■“传承中华文明 挽救中医国粹”
系列报道·讨论篇③

长沙：

小学不得要求
家长批改作业

中医药教育要教学生明“道”
精
“术”

本 报 长 沙 12 月 26 日 讯 （记 者
阳锡叶） 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今天发
布 《长沙市减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的六项规定 （试行）》，要求学校要
以对学生、对家长、对社会、对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不争论、不观望、
不懈怠，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积极
转变教育理念，切实规范办学行为，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过重课
业负担。
长沙要求，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不
得早于 8 时 30 分，每天在校学习时
间不超过 6 个小时；开足、上好体育
课，安排好大课间活动或课间操、眼
保健操，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阳光
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 1 个小时；严格
执行“零起点”教学，严禁学前教育
“小学化”
；小学阶段严格按照课程标
准开展教学，不得提前和加快教学进
度，不得拔高教学要求。
（下转第三版）
●值班主编：张晨

理系统，每名享受补助的学生都
能在系统里查到；建立完善供货
商评议、招标采购等制度，要求
凡是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都要通
过招标 、采购方式确定 供应商 。
同时，推动营养改善计划在阳光
下运行。要求把每个环节都放到
阳光下“晒一晒”，让政策文件、
规章制度、进展情况“上墙、上
网”
。
1591 亿元换来一顿顿热腾腾
的饭菜和孩子们体质的变化。5 年
来，营养改善计划陪伴了数千万
名中小学生的成长，基本消除了
农村学生饿着肚子上学现象，明
显改善了学生在校吃不上热饭的
状况，有力保障了学生营养餐的
食品安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连续 4 年 （2012
年至 2015 年） 的跟踪监测表明，
国家试点县中小学生贫血率降低
8.9 个百分点，学生营养知识水平
得分提高 16.7 个百分点，学生养
成一日三餐饮食习惯的比例增加 4
个百分点。学生身高体重有所增
长、身体素质有所改善、营养不
良问题得到缓解，学生学习能力
有所提高，缺课率明显下降。
这一惠民工程受到世界瞩
目。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计划

●值班编辑：杨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 闫永红
要成长为一名中医临床大
家，不仅需要中医的经典理论，
还要有更多的手法、针法、识
药、辨药等中医特色传统疗法与
技能。这些综合中医学技能更能
体现中医药学的特色与优势，在
教学过程中同样值得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中医药院
校教育存在培养的中医人才中医
特色不够突出，对中医药的精髓
“继承不够”“发扬不足”问题。
当前，中医药事业正面临难得的
发展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
医药工作，如何抓住机遇，遵循
中医药发展规律和中医药人才成
长规律，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
人才培养体系，是摆在中医药院
校面前的时代命题。
加强顶层设计、增加实践能

●设计：白弋

●校对：唐晓华

力培养空间是重要基础。以北京
中医药大学为例，从 2011 年开
始，该校在中医学专业 9 年、5+
3、5 年制学生培养方案中，压
缩了基础课程阶段学习时间，缩
减至 2.5 学年，为临床阶段增加
了学习时间。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理念，如
何将实践教育观贯穿于人才培养
整个过程，有赖于各中医药院校
构建扎实的临床实践教学体系。
北京中医药大学注重提高中医综
合应用能力，通过早期接触临床
（早期跟师）—课间见习—集中见
习—临床模拟教学（实训教学）—
毕业实习等“五层次”临床实践教
学体系，利用各临床实践基地优
势特色，为学生开展临床特色模

块化培养，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
思维能力与综合技能。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院校
—师承”培养模式对培养中医特
色突出、实践能力强、成长潜力
大的中医药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其特色优势主要体现为传统文化
素质与专业素质相结合、院校教
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理论学习
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但师承的形
式是否就是拘泥于传统的“一带
一”或“一带多”形式？如何充
分利用会聚大量高水平中医师的
现代化中医院资源，提高带徒效
率，让学生博采众长？这需要各
中医药院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名医+名
师”“医教研三位一体导师”“名
老中医工作站”等导师组形式，

倡导“名师共同带徒、弟子集体
跟师”理念，积极探索“集体
带、带集体”新模式，吸取师承
教育精髓，把现有民间及院校名
老中医的个人智慧，通过传统的
跟师临诊、言传身教的方法传
承，做到既有共性要求又最大限
度地鼓励个性发展。
中医学人才培养只有遵循特
殊的医学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突出中医特色，强化能力培
养，实现真正的传承与创新，才
能确保培养一批具有较高人文素
养、较强临床实践能力，能在临
床中解决重大医疗问题和各种疑
难杂症的高层次临床中医学人
才。
（本 报 记 者 万 玉 凤 柯
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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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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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12 月 26 日 讯
（记者 柴葳） 今天，全国公
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京
召开，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
书记、部长郭声琨出席并讲
话。他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
公安院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坚持政治建警、
政治建校，立德树人、知行合
一，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办
学育人全过程，努力培养更多
高素质的党和人民忠诚卫士。
郭声琨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
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对于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院校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扎扎实实
抓好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项部署要求
的落实，不断开创公安院校思
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郭声琨强调，公安院校是
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肩
负着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
重要使命。加强公安院校思想
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引导广大
师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特别
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 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公安
院校工作的领导权，使公安院
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警的各项要求，不断增强遵守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下转第三版）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6》显示

乡村小学超五成
为小规模学校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澈）“2015 年，全
国共有小学与教学点 283560 所，其中乡村地区有 200199
所，占全国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 70.6％。全国共有不足
100 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111420 所，占乡村小学和教学
点总数的 55.7％。全国有无人校点 9667 个，不足 10 人的
乡村校点达 3.39 万个。”这是今天发布的 《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报告 2016》 中给出的数字。据悉，该报告综合利用
国家统计数据和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
全国 12 个省份的调研数据形成。
报告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当前呈“乡村小规模学校、
乡镇寄宿制学校、县城大规模学校”基本格局。“未来一
段时间，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可能会持续增加。”东北师
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在发布会上
说，“不仅村小和教学点学生不断减少，很多乡镇学校的
生源也呈下降趋势。
”
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县 （市、区） 没有
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在城镇化背景下，
县域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使大量学龄儿童进入县镇上
学，加剧了乡村学校的小规模化。“城镇化、学校布局调
整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邬志
辉说，同时他还给出了另一组数字，“调查显示，48%的
农村家长表示，如果农村学校具有和城里学校相同的教学
质量，则不会选择送孩子去城里上学”
。
由于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2015 年，小学教育
城镇化率达到 69.4％，初中教育城镇化率达到 83.71％，
分别比 2011 年提升了 10.35 和 6.66 个百分点。“目前，小
学城镇化率高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 13 个百分点，而
2011 年以前小学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邬志
辉说。
尽管学生城镇化率持续上升，但城镇学校“大班额”
现象却有所缓解，班级规模得到有效控制。报告显示，相
比 2011 年的 47.09 人和 45.63 人，2015 年，城区、镇区
小学平均班级规模下降到 46.22 人和 43.71 人。城区、镇
区初中班级规模则分别由 50.27 人、53.7 人下降到 47.17
人和 49.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