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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扩建163所中心乡
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让
深山区的学生得以走出大山；硬
件软件两手抓，初步建立覆盖城
乡、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出台生源地助学贷款、
资助等政策，为贫困大学生“雪
中送炭”⋯⋯行走在燕赵大地，
记者被一个个教育的“暖心工
程”感动着，也亲眼见证了河北
为推进教育公平做的探索和努
力。

学生娃走出大山

6 年前，在河北省会石家庄
境内大山深处嶂石岩中学任教的
李静，面对每学期都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流失的情况颇感无奈，

“我带过的一个班级，初一时有
30 多名学生，到了初三就只剩
11 人”。而在李静如今任教的赞
皇县第二中学，学生不仅实现了

“零流失”，许多原来离开的学生
还纷纷“回流”。

这一减一增的变化，得益于
石家庄 2011 年启动实施的山区
教育扶贫工程。石家庄虽是省会
城市，但有 6 个县分布在太行山
区，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匮
乏的物力、财力，这些地方一直
是教育发展的薄弱地区。

山区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力
度有多大？石家庄市教育局副局
长赵立芬用数据向记者亮出了

“家底”：截至目前，该工程累计
投资 9 亿多元，在赞皇、元氏等
6 个太行山区县新建 12 所城区
寄宿制初中，新建改扩建 70 所
中心乡镇 （学区） 寄宿制小学，
近 6 万名深山区学生得以走出大
山，被全部免费异地安置到新建
改扩建寄宿制学校就读。

在赞皇县，如果问当地居民
哪里的房子盖得最漂亮，答案不
是政府机关，不是酒店，而是学
校。

作为山区教育扶贫工程的重
点项目校，赞皇二中是全县标准
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封闭寄宿制
中学，累计接收了来自赞皇县 5
个位于深山区乡镇的 3000 多名
学生。绿草如茵的校园、配备多
媒体设备的教室、拥有独立卫生
间的学生宿舍、400 米标准化塑
胶跑道⋯⋯即使与许多城市里的
中学相比，赞皇二中也毫不逊色。

从 2015 年起，山区教育扶
贫工程在河北省 37 个山区县全
面铺开，实施了优化山区教育布

局、大力提升办学水平、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

为 了 改 善 山 区 办 学 条 件 ，
2017 年，河北下达资金 1.7 亿
元，在 37 个贫困山区县新建、
改扩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
163所。

“山里孩子以前能读到初中
就很不错了。”赞皇县教育局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免除
山里娃的后顾之忧，石家庄构建
了完善的资助网络，到山区教育
扶贫工程项目学校上学的山里学
生吃住行全部免费，小学、初中
每 生 每 天 分 别 补 助 8 元 和 10
元，初中生每人每年补助交通费
450 元。不仅如此，石家庄还设
立专项资金，让山区学生初中毕
业后能够全部接受免费高中段教
育。

“近年来，河北省建立了从
学前阶段到研究生阶段完整的教
育资助政策体系，2016 年学生
资助经费达到 50.2 亿元。推进
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免住宿
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享受助学
金’，实现资助政策重大突破，
受惠学生增加 4.4 万余人。”河

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
厅长刘教民说。

在不断提高硬件条件同时，
山区教育扶贫工程还把焦点转移
到学校内涵建设上来。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石家庄强化城市优
质教育资源向试点县和试点学校
流动机制，支持鼓励优秀教师到
试点地区工作，对所有涉及山区
教育扶贫工程的学校教师，上岗
前全部给予免费培训。

每月开展“同课异构”，暑期
开展分学科培训，百名“种子教
师”计划，“影子教师”培训⋯⋯石
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将 12 所山
区教育扶贫工程项目学校纳入教
育集团统一管理，并制订了十年
帮扶计划和九项帮扶工程。“老
师们手把手的传授让我开阔了视
野 ， 极 大 提 高 了 课 堂 教 学 技
能。”赞皇二中物理教师马菲说。

2016 年，石家庄山区教育
扶贫工程项目初中阶段有 3043
名学生参加中考，其中普通高中
上线2035人，其余1008人升入
中等职业学校，项目初中毕业生
全部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

家门口就能入好园

“以前的幼儿园设施老旧、
教室少，这一两年进行了改扩
建，不仅教室增多了，每个教室
还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和电钢琴，
还采购了一批环保材质的大型玩
具。”提起今昔对比，唐山市滦
南县倴城镇逸夫幼儿园园长张晓
玲感慨地说。

作为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的
“模范生”，2011 年以来，唐山
市新增独立设置幼儿园 584 所，
对 324 所 独 立 设 置 的 公 办 园、
636 所小学附设幼儿园进行了改

建、扩建，惠及幼儿 14.8 万名，
2016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3%。

唐山市专门出台 《关于幼儿园
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幼儿
园的建设项目 （包括新建园和改建
薄弱园） 从规划设计、园舍建设、
玩教具配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均
做出明确规定，并力保“建设一
所，规范一所，达标一所”。

唐山学前教育发生的变化，是
河北省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河北省学前教育
普及水平大幅提升，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达到 82.68%。目前，全省独
立 设 置 的 幼 儿 园 发 展 到 1.36 万
所，比2010年增加6267所，增幅
达 85%，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有效缓解了“入园难”等问题。

（下转第三版）
相关报道见四版

农村孩子走出大山，贫困娃入好园，“寒门学子”上大学无忧——

河北：“暖心工程”力促教育公平
本报记者 焦以璇 刘华蓉 周洪松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王英
桂） 7 月 7 日，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到青海调研教育
工作。在青期间，陈宝生深入青
海三江源民族中学、青海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西宁市行知小学、
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实地
调研了高校思政、对口支援、教
育扶贫、民族教育、集团化办
学、现代学徒制试点、远程教育
等工作，并出席青海省教育工作
座谈会。

座谈会上，陈宝生认真听取
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青海教育
基本情况、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
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全省教
育综合改革推进情况的介绍后指
出，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
视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
委、省政府全力推动教育事业的
改革发展，以巨大的信心、坚定
的决心，初步找到了一条在欠发
达地区发展现代教育的新路子，
青海教育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
态势。

陈宝生希望青海将教育事业
改革发展的有益探索坚持下去，
推动取得更大进展。一是将高等
教育对口支援的道路走得更深
入。要充分依靠国家支持、借助
东部高校优质资源，立足自身实
际，着力发展特色学科，走高、
精、尖的路子，走应用型转型的
路子，实现自我发展与提升。二
是将职业教育这一主线抓得更牢
靠。要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为
一个重点项目来抓，强化产教协
同，推进校企结合，着力打造具
有青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三
是将双语教育抓得更有针对性。
要把握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个
核心，结合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在学前教育阶段开设
双语课程，夯实双语教育基础。

陈宝生勉励青海教育工作者要
始终有一种追求，有“跳起摘苹
果”的美好愿景；要始终有一分爱
心，培育爱、呼唤受、享受爱、传
递爱；要始终有一种认识，正确认
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无怨无悔，
无私奉献。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
座谈会，青海省省长王建军出席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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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3 日讯 （记
者 柴葳 余闯） 今天，教育部
在京首次举行国家工作人员宪法
宣誓仪式。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陈宝生监誓。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教育
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
实施办法》（简称“ 《实施办
法》 ”），《实施办法》 印发以来
新任命的机关司、处级干部和直
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95 人依法
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8 时 30 分，教育部党
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宣布宪
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奏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
手抚宪法，宣读誓词。其他宣誓
人列队跟诵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
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
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
奋斗！”

宣誓后，陈宝生发表讲话指
出，宪法宣誓制度是党对宪法认
识再提升的重要表现，是建设法
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
代要求，也是巩固宪法地位、弘
扬宪法精神，将法治理念深入人
心的有力举措。誓言是我们对国
家、对人民、对事业、对自己作

出的郑重承诺，也是今后履行职责
和义务的基本准则，是庄重的约
定、监督的凭据，也是行动的命
令、前进的目标。

陈宝生对参加宣誓的干部提出
三点希望。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永
葆忠诚本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时刻把
坚定理想信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补好精神之“钙”，锤炼过硬品
质，坚定不移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绝
对的忠诚、高度的自觉，全身心投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是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
教。要牢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
职责，牢记党和人民对教育工作者
的重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做好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
能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促进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强化责任担
当，再创新的业绩。要牢记政治使
命和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意
识和担当精神，恪守岗位职责和工
作责任，切实加强自身修养，自觉
接受各种监督，以更加过硬的本
领、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挑
战。

教育部党组成员和相关司局主
要负责人出席仪式。

教育部举行国家工作人员
宪法宣誓仪式

【体育·健康】

体育与健康课：如何赢得学生真爱
➡ 详见第八版

【中教评论】

遏制“挖人大战”当改评价机制
➡ 详见第二版

20 年前，新疆莎车县一位
农民作出的选择，改变了他和一
家人的命运。

日前，记者专程来到喀什地
区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听这位名
叫赛买提·达吾提的 54 岁维吾
尔族农民，讲述他关于“选择”
的故事。

“20 年前，一个叫黄明的四
川人，在仓巴扎村办了个双语
班。”赛买提回忆起当年的情
景，“当时班里有 7 个学生，其
中有一个是我的孩子。”

这个只有一间破土坯房当教
室的双语班，离赛买提所在的村
有 6 里地。当赛买提决定把孩子
送到那里读书时，遭到了家人和
亲戚朋友们的反对。理由有两
个：一是村子里就有学校上，二

是双语班离家太远，孩子太辛
苦。然而，赛买提没有动摇自己
的想法。

一年之后，土坯房不能用
了。黄明到乡上的中心小学借了
间礼堂，用作双语班的教室。

双语班搬家了，离赛买提的
家越来越远。

“它搬到哪里，我就把孩子
送到哪里。”赛买提说，“我不想
让孩子丢掉学汉语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赛买提能有
这 个 想 法 ， 在 当 时 是 很 超 前
的。”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学
校校长张勇说。

慢慢地，双语班的学生增加
到了 60 多人，但依然没有自己
的校舍。

为了扩大办班规模，让更多

的孩子接受双语教育，家长们开始
向乡政府反映，希望政府帮助解决
双语班的办学困难。同时，家长们
各尽所能，有的拿来自己家的木头
做课桌；孩子离家远，要住宿，家
长们就自发做床，买锅建厨房。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赛买
提说，“就是想把这个双语班办
好，让孩子受益。”

与此同时，好消息也传来，双
语班被许可办学，后来发展为佰什
坎特镇双语学校。

赛买提的孩子古再努尔·赛
买提和阿不来提·赛买提，都是
从这所学校毕业，分别考上了上
海和武汉的内地新疆高中班。如
今，二人已经大学毕业，回到莎
车县工作。

孩子都进城工作了，也买了

房、买了车，可富裕起来的赛买
提，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
定，他选择继续待在农村。

“我把两个孙子也送到佰什坎
特镇双语学校读书了。”谈到原
因，赛买提说，虽然城里也有双语
学校，但放不下对佰什坎特镇双语
学校那份深厚感情。当年建设的时
候，他出了力，现在看着学校一天
天发展起来，感情深厚了，舍不
得，所以，又选择把孙辈送到这个
学校读书。

“这个学校的双语教得好，现
在我们全家都会说普通话了，除了
我，家里其他人都能说很流利的普
通话。”赛买提说，“孩子们的成
材，让我坚信一句话：学好普通
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看着佰什坎特镇双语学校，从

当初的一个双语班，发展成一所双
语学校，赛买提见证了新疆双语教
育的蓬勃发展。

这所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
村双语学校，改变的不仅仅是赛买
提一家的命运。

“现在我们学校有 1409 名学
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勇自豪
地说，“自新疆2004年开办区内初
中班以来，学校有440名学生被录
取。目前，学校毕业生中已有 300
多人从大学毕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梁超
说，今年新疆将完成 4000 多所农
村双语幼儿园建设任务，到 9 月秋
季开学，所有少数民族农村幼儿都
将接受学前三年免费双语教育，在
园幼儿将超过100万人。

“不想让孩子丢掉学汉语的机会”
——新疆莎车县农民赛买提与双语教育结缘20年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河北省石家庄市光明路小学的课堂上，就读于该校的农民工子弟在认真听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