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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云南，浮现在人们脑
海的，多是迤逦的山川秀色、多彩
的民族风情：云南多山，全省 16
个州市山区面积都在 90%以上；
云南多民族，几乎每个县级行政
区 内 都 有 10 个 左 右 的 民 族 分
布。然而，与境内秀美景色形成
巨大反差的，却是覆盖面广、程度
深的贫困现状——贫困县数量居
全国首位，贫困人口数量全国第
二位。

上述一连串数字，注定云南
必然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我们的教育扶贫一定要扶在
点上、扶到根上。”云南省委书记
陈豪如是说。云南省省长阮成发
则强调，一定要尽快补齐教育医
疗卫生的“短板”。

“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关键
时刻。云南教育脱贫的使命，就
是要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身为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厅长，周荣十分清楚
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7 月 24 日，记者抵达昆明当
天，得知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的全
省州（市）、县（市、区）两级教育部
门一把手 5 天集中培训上午刚刚
开幕，周荣给 170 多名参加培训
的各级教育局负责人上了第一
课，“集中培训的目的，就是再学
习、再认识、再动员、再部署。进
一步增强教育脱贫攻坚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控辍保
学填洼地补短板、改善条件提升
贫困地区办学质量⋯⋯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云南教育脱贫的冲锋
号已经吹响。

教育均衡是“1号高地”：
甩掉“穷帽子”必先攻克它

学员们竖着耳朵听讲，认真
做着笔记，有的还不时用手机拍
下幻灯片的内容⋯⋯7 月 24 日下
午，云南农业大学，一堂特殊的

“大课”正在进行。
授课者是云南省教育厅副厅

长、省教育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
组长朱华山，台下听课的是 170

多名云南各州（市）、县（市、区）教
育局负责人。朱华山讲这节课，
是为了和他们对标对表，“明确教
育精准扶贫是什么，教育局长该
干什么、怎么干”。

“我是抱着领任务的心情来
的，回去就要大干一场。”麻栗坡
县教育局局长侯永明搓着双手
说。

他正算着两笔账：一是建档
立卡学生数据，二是“全面改薄”
工程进展。“还有很多小账，以建
档立卡学生情况为例，包括学生
年龄段分布、所在学校情况、是否
受到资助、是否有人未接受教育
及原因等。”

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最关心
的，是《云南省贫困退出考核实施
细则》。细则明确，教育脱贫在贫
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考核
中分别占 10 分。以贫困县退出
考核为例，达到国家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评估验收标准，并通

过省级督导评估得 4 分；通过国
家认定得 6 分；如果小学辍学率
控制在 0.6%以下、初中辍学率控
制在1.8%以下，得10分。

相比其他省份，云南教育精
准扶贫最大的特色，是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与贫困县脱贫摘帽直接
挂钩。贫困县只有满足了“达到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评估
验收标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
学率在国家规定范围内”的条件，
脱贫摘帽才有可能。

近年来，云南实行 129 个县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初中辍学
率、初中完学率情况通报制度，推
动把辍学率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评估的“一票否决”指
标。

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2016 年先后通过了市级、省级评
估，该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
记者：“目前我们正准备迎接国家
级终极验收。”他坦言自己压力很
大。禄劝现在还是昆明下属的 3
个贫困县之一，全县上下正紧锣
密鼓进行脱贫摘帽攻坚战。截至
2016 年，云南已有 52 个县（市、
区）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其中
22个为贫困县。

为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云
南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一把手”责
任制：省教育厅抓 16 个州（市）教

育局局长（书记），州（市）教育局
抓 129 个县（市、区）的教育局局
长（书记），县（市、区）教育局抓校
长。为控辍保学，云南还建立了

“双线六长”责任体系。“双线”指
教育系统一条线、党委政府一条
线，“六长”指县长、乡镇长、村长

（村主任）和教育局长、中心学校
校长（中学校长）、村完小校长，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我们要求各地要‘一人一
案’精准制定控辍保学细化方案，
特别是建档立卡户适龄孩子，决
不能因贫失学、辍学。”周荣说。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四版

“一把手”层层压实责任，大数据让靶向更精准，变“输血”为“造血”——

云南：吹响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冲锋号
本报记者 杨国营 李配亮 时晓玲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打
了一个电话，不到一天时间，远
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政务服务中
心教育厅窗口就把我学历证明的
事情给解决了。”

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付勃在
一个多月前丢失了他的大学毕业
证书，眼看着去工作单位面试还
有一周的时间，如果不能在规定
日期办好学历认证，他将失去宝
贵的工作机会。

按照规定，从安徽高校毕业
的付勃应该先向教育部学历认证
中心申请办理学历认证，再由教
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向安徽教育厅
窗口发函查询。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付勃电话联系了安徽教育厅
窗口工作人员。得知了付勃的特
殊情况，他们要求付勃立即将证
明材料加急快递过去，在和教育
部学历认证中心反复沟通的基础
上，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付勃就
拿到了学历认证报告。

如今，已经顺利入职的付勃
向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窗
口发来感谢信，在信中他说：“路
不用跑了，事儿办成了，兵贵神
速，真心点赞！”

“窗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服务
职能上，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让办事群众少跑路、办成
事。”安徽教育厅行政审批办主任
韩光说。

目前，安徽省教育厅已公布
21 项窗口办事“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范围涉及高校毕业生就
业改派、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证明等公共服务项目。“争取到今
年年底，基本实现群众到窗口办事

‘最多跑一次，多次是例外’。”
记者看到，在安徽省政务服

务中心教育厅窗口前的显眼位置
摆放着一摞摞免费发放的服务指
南，事项类型、受理条件、办理
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
每项服务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一目
了然。“不知道找谁办，不知道怎
么办”，这曾经困扰多数办事群众
的难题不复存在。

要 实 现 群 众 办 事 最 多 跑 一
次，必须做好前期咨询。安徽省
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窗口充分利
用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加强与办
事群众互动交流，引导群众精准
申报。“对窗口职责范围内的咨
询，由窗口及时准确回复，做到
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告知需要哪
些材料、材料如何取得等，避免
群众因为缺少材料而来回跑。”韩
光说。

安徽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窗口
落实“放管服”改革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储
召生 张晨 王强） 炖土豆、煮
玉米、胡萝卜炒肉丝、西红柿鸡
蛋汤⋯⋯8 月 18 日傍晚，普玛江
塘乡完小的 53 名一至三年级学
生，在浪卡子镇小学吃到了自己
搬入新学校的第一餐。至此，中
国海拔最高的小学——普玛江塘
乡完小完成整体搬迁，全校 148
名师生全部迁入浪卡子镇小学。

普玛江塘乡位于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浪卡子县，平均海拔 5373
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乡，与不丹
接壤。当地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
面的 40%，气压是平原地区的一
半，年平均气温零下 7 摄氏度。普
玛江塘乡完小建于 1986 年，入学
率达 100%，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该校教育
教学质量难以稳步提高。

“多年来，学校得到了国家、

自治区以及市里的大力扶持，而
且近几年校舍条件有了明显改
善。但受严酷的自然环境、恶劣
的气候影响，为了保证孩子们的
身体健康和教育水平，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决策下，在征得了全乡
牧民一致同意基础上，县教体局在
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之际，完成普
玛江塘乡完小的整体搬迁，将全校
师生转移到海拔4500米的浪卡子
镇小学。”浪卡子县教体局局长其
米多吉告诉记者。

此前一周的 8 月 13 日，普玛
江塘乡完小的四至六年级学生已
经报到。8 月 18 日当天，在山南
市和浪卡子县教体局干部的陪同
下，经过两个小时的路程，几辆
大巴车把该校一至三年级学生和
家长送到浪卡子镇小学。学生和
家长们一下车，学校便把他们送
往各自宿舍，被褥、生活用品等

早已准备到位。稍后，学校组织家
长和学生参观校园，看到住校生吃
得饱、住得好、睡得暖，看到学校设
施齐全，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家长
们向浪卡子镇小学校长罗布次仁
表示，“终于放下心了”。

一次性接纳这么多孩子，罗
布次仁说，尽管学校压力很大，
但将尽全力把普玛江塘的师生们
照顾好。此前经过摸底，学校对
这批孩子的情况已经大致了解。

“他们的养成教育较为欠缺，我们
将针对这一实际，从加强养成教
育入手，使他们较快融入新学
校。”罗布次仁说。

六年级学生扎西达娃已经在
新学校度过几天，想起爸爸妈
妈，他还是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但是，新学校也让他充满期待。

“我想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爸爸妈
妈。”扎西达娃说。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大
力投入下，浪卡子镇小学基础设施
得到大幅改善，教学、生活水平都
有大幅提高，具备接纳更多学生的
能力。该校学生毕业后，都将升入
一街之隔的浪卡子县中学，近 6 年

来，浪卡子县中学在山南市中考中
成绩突出，不少学生就此走出大
山。罗布次仁说：“一个学生成才，
就能让一个农牧民家庭生活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感责任
重大，一定努力为他们的人生打下
坚实的基础。”

虽然“海拔最高的小学”搬家

了，但一所“海拔最高的幼儿园”又
会建起来。据其米多吉介绍，浪卡
子县教体局计划在原有的普玛江
塘乡完小基础上进行硬件改造，将
其改建为一所幼儿园，普玛江塘乡
下属 6 个村的孩子可以在这里接
受学前两年教育，幼儿教师和保
育员将全部新聘。

告别海拔5373米——

中国海拔最高的小学搬家啦

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云南少数民族学生也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矣勇 摄 （资料图片）

8 月 18 日一早，普玛江塘乡完小的学生们准备乘车搬到新学
校。 罗布次仁 摄

砥砺砥砺奋进的五年奋进的五年
教育新实践教育新实践

本报讯（记者 冯丽）近日，
延安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回
信以及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的批
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饱含深情、语重心长，充分
体现了对广大青年的关心厚爱和
殷切期望，充分体现了对延安革
命老区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的深
深牵挂和亲切关怀，为延安加快
发展、追赶超越带来了重大历史
机遇，使人倍受鼓舞、倍感振奋。

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当前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精神实质，牢记总书记嘱
托，真正把实现人生价值和实现
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要以学习
贯彻回信精神为契机，制定完善
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优化投资发
展环境，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吸
引紧缺优秀人才，主动对接做好
签约项目落地服务工作，精心组
织好各类创新创业赛事活动，以
创新创业助推脱贫攻坚。要搞好
红色培训总体规划，整合全市红
色教育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努力挖掘“初心”内涵，提
供更多精神产品，真正把梁家河
打造成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和
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引导
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弘扬延安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延安市委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
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回信精神

引导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
弘扬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青岛 8 月 20 日讯 （记
者 孙军 李小伟） 历时10天的
2017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
营高中组总营活动，今天在位于
青岛市黄岛区的中德生态园德国
足球亚洲基地开营。经过省内和
夏令营分营的层层选拔，来自全
国 23 个省 （区、市） 的 584 名优
秀运动员参营，人数创历届夏令
营之最。

本届夏令营高中组总营由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青岛市教育局承
办，将对参营运动员开展技术测
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名
家指导训练、足球比赛、最佳阵
容选拔等项目。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高中联赛前八名的队伍首次
加入夏令营，将与分营选拔出的

优秀学员一起竞争总营最佳阵
容。夏令营期间，来自西班牙甲
级联赛联盟的 8 名高水平外教将
在 3 名中方专家的配合下，对参
营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情况进行考
评。结合举办地的德国特色与国
际文化优势，营区还将举行以德
国足球为主题的中德特色文化活
动。

开幕式当天，由中国教育报
刊社和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高水平发展青岛高峰论坛同时举
办。本次论坛旨在为加快推进校
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和校园足球改
革试点县 （区） 创新发展，更好
地示范、引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整体发展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并
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2017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夏令营高中组总营开营

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高水平发展青岛高峰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