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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沙滩、海浪、椰林，
提起海南，人们脑海中往往会自
然浮现出这些词。有着“国际旅游
岛”的盛名，加上“插根筷子都能
发芽”的自然环境，不了解海南的
人会把这里想象成美丽富饶的天
堂。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

“‘老、少、边、穷、岛’海南全
占了。岛上东中西部差距明显，19
个市县中仅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就有 5 个，全省 917 万人口，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有 47 万。”海南省
教育厅厅长曹献坤的这番介绍，
让记者对海南有了全新认识。

扶贫先扶智。为了实现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三年脱贫攻坚，两
年巩固提高”的总体目标，海南省
教育系统按照“全上学、全资助、
上好学、促成长”的要求，力促教
育扶贫“三大转变”，全力帮扶贫
困家庭孩子成长成才，彻底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

从“大水漫灌”向“精准
滴灌”转变

“过去，我们的资助资金是从
省里发到县里，县里发到学校，再
由学校评出贫困学生，这种‘大水
漫灌’式的资助，难免会出现‘优
亲惠友’的问题。”曹献坤说。为了
实现“定点帮扶，不落一户；困难
资助，不落一生”的教育精准扶贫
目标，2016 年 10 月，海南教育厅
组建 13 个工作组，赴各市县开展
了两个月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信息核查。

“摸底工作太辛苦了，扶贫办
的小伙子们每天都工作到后半
夜，我把他们称为‘敢死队’。”
海南教育厅设有专门的扶贫办，
这在全国教育系统内并不多见，
可见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其实
不仅是扶贫办这么拼，海南教育
厅副厅长孔令德也下去跑了一个
半月，还发动了 8000 多名教师
参与。曹献坤则和扶贫办的小伙
子们保持着热线联系，经常是夜
已深，扶贫微信群里讨论却正
酣。经过核查，47 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从幼儿园到大学，
学龄人口有10.3万人，省教育厅
用自己开发的教育精准扶贫管理
系统，实现了对建档立卡贫困生
的跟踪服务管理。

在摸底的同时，工作组精准
宣传，让教育扶贫政策家喻户
晓。省教育厅制作了 11 部教育

扶贫公益宣传片、广播剧，印制
了 10 多万份教育扶贫海报、宣
传卡片。海报被张贴到了每个
村、每所学校的宣传栏里，宣传
卡片则直接挂到了每个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家的墙上，上面标明了
学生享受的教育资助，以及家长
应当履行的保障子女接受教育的
法律责任。

摸底，不仅让教育部门掌握
了建档立卡贫困生的人数，也查
清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辍学情
况。曹献坤要求，各地各学校无
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将辍学的
孩子带回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如果监护人拒不履行义务教
育责任，必要时可以向法院提出
起诉。

去年 9 月开学，白沙县细水
乡中心校学生王太康本应升入六
年级，但半年前父亲的意外去
世，让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
化，开学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去学
校。班主任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校
长符冠秋后，符冠秋一次次来到
王太康家中做他的思想工作。经
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王太康
终于在开学两个月后重新回到了

学校。一年来，在班主任和班里
同学的帮助下，王太康再次融入
集体之中。

曹献坤告诉记者，像王太康
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在义
务教育阶段因为各种原因辍学的
共有 263 人，其中 187 人被劝返
回学校，另外 76 人因为辍学时
间较长，难以返回继续学习，被
送到中职学校接受技术培训。

从“普惠”资助向“特
惠”扶持转变

“我现在上学什么钱也不用
交，每年还能领到 5025 元的补
助。学校的伙食非常好，一天只
要 10 元钱。”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思源实验学校，11 岁的漂
亮女孩王樾于告诉记者。

思源实验学校是一所教育扶

贫 移 民 学 校 ， 2100 多 名 学 生
中，90%以上是像王樾于这样来
自贫困山区农村的孩子，其中黎
族和苗族学生占了73%。

2016 年，海南省政府出台
了 《关于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的通知》，实现了“四免四补”，
即免学杂费、课本费、作业本
费、住宿费，补贴伙食费、校服
费、学习资料费、交通费。四项
补贴合计每年补贴小学非寄宿生
2400 元、寄宿生 3400 元，初中
非寄宿生 2900 元、寄宿生 4150
元，各市县资助标准高于省里
的，就高执行。同时，对 5 个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每年每人发放营养餐补助
800 元，实现了“衣食住行学”
政府托底保障。

不仅义务教育阶段应保尽
保，海南省教育厅、财政厅还出
台文件，从 2016 年秋季学期开
始，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的学杂费。从 2017 年春季
学期开始，增加非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生补贴：幼儿园由
原来的每人每年 750 元提高到
1750 元；普通高中由原来的每
人每年 2500 元增加到 3500 元，
同时增加住宿费和课本费 1000
元 ； 中 职 由 原 来 的 每 人 每 年
2000 元增加到 5500 元，课本费
400 元。对于高校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则要求学校确保他们及时
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的资
助，学校的“奖贷助补减”政策
要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三版

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确保资助及时到位，励志教育帮扶成长——

海南：扶智加扶志甩掉“穷帽子”
本报记者 翟帆 张圣华

近日，海南经济技术学校中西面点专业班的学生们展示自己制作的中式面点。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本报北京 7 月 24 日讯 （记
者 赵秀红） 今天，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主持召开党组
会，根据中央关于认真组织收看
电视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要求，动员机关各司局、各直属
单位按照部党组已经作出的具体
部署，认真组织收看，开展专题
学习讨论。

会 议 指 出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
略决策，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
改革方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深化改
革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鲜红旗帜和
当今中国的时代特色。为全面系
统总结展示改革进展和成就，中
央组织拍摄了 10 集电视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播出，教育改革相关
内容将在第10集播出。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要求，党组成员、司局主要
负责人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各
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认真组织
收看、深入开展学习讨论。一是
带着感情看。要通过观看专题
片，充分认识中央作出全面深化
改革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深
远历史意义，全面了解改革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坚定推进改革的
信心和信念。二是带着思考看。
要结合收看专题片，重温和深入
研究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
路、要求、路径、重点、策略，
回首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充分
借鉴其他领域深化改革的好经
验、好做法，进一步增强对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理性
认识，为下一步在新的起点上更好
地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提供参考。三
是带着责任看。要在下一步推进教
育改革的过程中，多站在党和国家
发展大局、多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大
局的立场上谋划改革，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加责
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发挥愚
公移山的精神，进一步聚焦人民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体

制机制顽疾，推进改革精准落
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为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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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柴葳） 7 月
15 日 至 18 日 ， 教 育 部 党 组 书
记、部长陈宝生到西藏调研教育
工作。在藏期间，陈宝生深入西
藏大学纳金校区、西藏藏医学
院、拉萨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中学、那曲第
二高级中学、当雄县羊八井镇中
心小学、羊达乡中心小学、羊达
乡中心幼儿园考察调研，并出席
西藏自治区教育工作座谈会和西
藏教育系统援藏干部座谈会。

在西藏自治区教育工作座谈
会上，陈宝生认真听取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西藏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情况汇报后指出，西藏自治
区党委、政府深入领会、认真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特别是

“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
的讲话精神，真正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自治区党
委、政府用心办学，援藏干部、
教育干部和支教教师用心支教，
自治区广大教师用心从教，实现
了西藏教育在公平、质量、发展
环境上的新跨越。

陈宝生对西藏教育工作提出
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抓好双语教
育。注重从娃娃抓起，夯实基
础、提高质量，使孩子们学好国
家通用语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二是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
支持力度，要“立足产业抓职
教，抓好职教促产业”“依托企业
抓职教，抓好职教兴企业”“围绕
就业办职教，办好职教促就业”。
三是探索走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
之路。要建设好特色学科和专业
示范点，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在与教育系统援藏干部教师
代表座谈时，陈宝生对教育系统
广大援藏干部教师忠诚履行职
责、践行教育理想、默默无私奉
献表示肯定。他勉励广大援藏干
部教师处理好五方面关系。一是

“送经”和“取经”。既要做好
“教育真经”的“送经”者，又要
做好西藏“实践真经”的“取
经”者。二是教学和求学。既要
传授内地的教育观念、教学模
式、教育资源，也要深入学习了
解西藏自治区的区情教情。三是
成长和成熟。既要推动西藏教育
体制机制的成长成熟，也要实现
自身的成长成熟。四是支援和受
援。要辩证看待、正确认识教育
援藏工作的长期性、历史性，推
动教育援藏工作健康发展。五是
完成和完善。既要完成肩负的支
教重任，也要通过这一特殊历
练，完善人格、提升境界，让援
藏经历成为人生中的无悔篇章。

用高原精神办好高原教育
陈宝生调研西藏教育工作

记者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采访一位教师，与他面对面交
流，却只获得对方6个字的回应。

这位教师名叫刘海宣，是湖
南省郴州市廖家湾中学的退休教
师，如今罹患肺癌。2012 年至
今，几次脑梗严重损伤了刘海宣
的语言功能。“他现在无法说出一
句完整的话。”儿子刘鹏解释道。

在语言表达如此困难之时，
刘海宣含泪说出的 6 个字是“学
生”与“中央党校”。

从 1978 年参加工作到 2012
年退休，刘海宣在农村学校廖家
湾中学工作 30 余年，培养了上千
名学生。其中有一名学生黄小

勇，正是在中央党校工作。
初中时的黄小勇，身体瘦小，

因为贫血上课常常打不起精神，刘
海宣便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改善伙
食”。“有营养的，都往我碗里夹，晚
上还帮我补补课。”回忆起刘老师，
这位教授、博导说得最多的是“执
着”二字，“如果没有刘老师对教育
的执着、对农村学生成长进步的执
着，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我们”中还有黄泽军，他是
一名海归博士后，也是一名差点
辍学的“学霸”。

1989 年，正上初三的黄泽军
突然收拾课本和被褥，不顾同学
的阻拦，坚持要退学。刘海宣立
即和同事追赶，跑了六七里路才
追上。

“父亲病了，家里没钱，想退
学去赚钱养家。”听完黄泽军的解

释，刘海宣开始劝导他：“只有自
己长了本领、有了好前程，才能
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作更大
贡献。经济方面，老师可以帮你
想办法。”

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黄泽军
豁然开朗，他安心回到课堂，一
路读到博士，如今已成为中国农
业科学院一位植物学专家。

然而，让黄泽军和很多受到
刘海宣资助的学生没想到的是，
刘海宣的独生子刘鹏 1996 年考上
中专，8000 多元的学费中有近
4000元是从亲友处借来的。

刘海宣与妻子都有工作，两
人一年工资加起来有大几千。收
入虽不低，但负担却不轻。3 个
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自己的独
生子，吃住行开支全靠这几千
元。遇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再从里面拿出几十、上百元用于
资助他们也是常有的事。

同事肖慧至今还记得，共事
的 10 多年里，刘海宣夏天的衣服
就靠着两件白背心轮换，“一件才
几元，穿烂了还挂在身上。每次
去他家里串门，一大家子吃饭，
桌上也只有一盘菜”。

虽是节衣缩食，仍会捉襟见
肘。偶有实在无力资助的情况，
刘海宣会以自己的公职做担保，
帮学生申请助学贷款。

“母亲有时也会抱怨、牢骚几
句。”刘鹏说，自己小时候无比羡慕
爸爸的学生，“我们家就在学校里，
往返不过几分钟，父亲却要离开
17 个小时。”从早上 6 点学生出早
操开始，一直到晚上 11 点寝室熄
灯，刘海宣基本都与学生在一起。

“农村孩子靠读书才能走出

去”，作为廖家湾乡一名普通农民
的儿子，刘海宣心里十分清楚这
一点。交不起学费，上学得跑十
几里路，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这些，刘海宣也曾经历过。

正因为如此，刘海宣总是惦
念着这些农村孩子。学生有病要
长期喝中药，刘海宣动员妻子架
起炉子每日熬药；学生洗澡没有
热水，刘海宣将活儿揽过来，一
桶桶热水烧好预备着；学生长了
疥疮，他四处求医问药，为学生
拿药、涂药，里外忙碌⋯⋯

“ 他 是 廖 家 湾 乡 的 教 育 功
臣。”廖家湾中学原校长、曾与刘
海宣共事18年的薛建军说，30多
年间，刘海宣培养的学生中出了
博士、教授、企业家、局长、医
生等大批优秀人才。

（下转第二版）

扎根农村40年，三尺讲台育桃李，如今退休罹患重病，学生纷纷回来看望——

刘海宣 平凡师者的非凡人生
本报记者 赖斯捷 实习生 赵婷 通讯员 张贵付

【中教评论】

“控辍保学”仍需下大力气
➡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