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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成就图说成就

面向全国共招聘特
岗教师6.22万人

每年投入500万元用于农村
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

￥
2012—2016年培训了47.4
万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2013 年 以 来 开 展
5600余人次双语教师培训

建立2023
所民族团结教育示
范学校

开展民族团结教
育活动，2016年参与
师生超20万人次

推进民族团结教育

82.6%
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

93.5%
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

68.27%
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

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十年投入学生资助
资金1038.26亿元￥

建立从学前到高等教育
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 全

形成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
补充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

形成普惠性、助困性、奖励
性等“多元混合”资助模式

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32.6%
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

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凤山小
学—— 一 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教学
点。

凤山小学位于大理州巍山
彝 族 回 族 自 治 县 大 仓 镇 ，距 山
下坝区约 12 公里，土路崎岖，倘
若下雨，路面泥泞，坡度又大，车
辆很难“爬”上来。十几年前，本
报记者曾冒着风雨，步行十多公
里去探访这所深居云雾山中的
学校。

校门口，42 岁的凤山小学教
师凹贵华正等待着我们，这个身
材魁梧的彝族汉子，古铜色面庞，
朴实的笑容透着真诚。妻子杨蕾
是他唯一的同事，凤山小学也被
当地人亲切称为“夫妻店”。

1998 年大理师专毕业，凹贵
华在该县其他乡镇教书。2005
年，得知恩师凹开明即将退休，他
主动从恩师手中接过凤山小学的
教鞭。

凹开明，云南基础教育界响
当当的名字——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等30
多项荣誉称号，彝家山寨当之无
愧的“初麦（彝语，非常好的意思）

老师”。
至 2009 年退休，凹开明在该

校任教 38 年。他培养的学生中，
出了20名中专生、18名大学生，凹
贵华即是其中之一。对于恩师的
名望和杰出的教学成就，除了与有
荣焉，凹贵华的压力和动力随之
而来。

如今，凹贵华的教学成绩在
当地也是出了名的，曾两次获县
级学科教学优秀奖、两次镇级优
秀班主任等荣誉。团结小学中心
校校长官荣基很钦佩，“他教的
班，成绩在全镇 11 所学校常名列
前茅。”

由于寨子里适龄儿童有限，
该校实行隔年招生。上一学年，
学校只有二、四、六三个年级，共
25 名学生。凹贵华介绍，六年级
毕业生都会对口升入附近中学。

“知识即财富，要想脱贫致
富，必须拥有科学文化知识。”恩
师当年常挂嘴边的话，凹贵华一
直牢记于心。但近年来，这种信
念却不断遭到现实冲击。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读
书无用”成为一些家长扭曲的教

育观，有的甚至把凹贵华当“反面
教材”：“看看你们老师，读那么多
书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多。”

这让凹贵华感到痛心，“但教
书是良心活计”，他一字一顿地
说，“既然当了老师，就要好好教
下去。”

近两年，该县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和“全面改薄”工程，学
校面貌焕然一新，凹贵华的工资
也由之前每月 2000 多元逐渐增
加到 6000 多元，“现在我是‘正
面教材’，显著提高了孩子学习积
极性”。

为了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
得住、教得好”，云南省推进落实
乡村教师生活补贴“500+X”差异
化政策，截至 2016 年年底，实施
县（市、区）比例达 72%，乡村学校
和 教 师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94% 和
80%。

虽然有机会参加各类教师培
训，但总体来说，凹贵华与外界联
系不多。“希望也能通上网络，这
样在大山里的我和孩子也不会感
到信息闭塞。”谈到未来，凹贵华
很是期待。

巍山：彝家山寨教学点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杨国营 李配亮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集
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教
育基础相对薄弱。通过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云南
省委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各项部署，聚焦重大问题、重点任
务，系统谋划。紧抓关键领域、关
键环节，统筹推进。通过深入调
研，摸清家底、找准短板，打通教育
惠民“最后一公里”，为云南各族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教育获得感。

调整教育结构，为各族群
众提供更具活力的教育

一是学前教育迈向普及化、优
质化。基本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
一所幼儿园”“县县有示范园”，毛
入园率从 2010 年 37.43%提高到
2016年的68.27%，比2015年提高
4.45 个百分点。二是义务教育普
及化向均衡化转变。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 93.5%，比 2010 和 2015 年
分别提高 3.5 和 0.2 个百分点。三
是普通高中发展特色化、多样化。
一 级 高 中 133 所 ，毛 入 学 率 由
2010 年 65% 提 高 到 2016 年 的
82.6%。印发《云南省财政厅、云
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
均 公 用 经 费 财 政 拨 款 制 度 的 通

知》，保障普通高中发展。
基本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组建行业指导
委员会 27 个，全省职教集团 37
个，争取 300 亿元金融贷款用于职
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推进 13 个
区域性职教园区建设，昆明嵩明、
安宁等 9 个职教园区投入使用，入
驻中高职学校 60 所，学生 30.86 万
人。出台《关于建立完善云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制度的指导
意见》。

高等教育变外延规模扩张为
内涵特色发展。启动 9 所转型“试
点”高校转“示范”工作，首批遴选
14 个转型发展试点院系。高等学
校数由 2010 年 61 所增加到 2016
年的 74 所，毛入学率从 20.02%提
高到32.6%。

落实民族教育发展政策。出
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云南民族
大学少数民族预科基地正式列为
国家少数民族预科生培养单位，创
建民族团结示范校 368 所。创建
云南省民族文化教育基地、云南省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优化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将
其纳入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参照公
办学校标准对承担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以财政补助。

特殊教育加速发展。基本形
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特
教学校（资源中心）为骨干、送教上
门和家庭社区教育为补充，从学前
教育到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特殊
教育发展体系。5 年来，省财政每
年预算安排 5000 万元特殊教育专
项补助经费，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改
善办学条件。2016 年，全省特殊
教 育 学 校 生 均 公 用 经 费 提 高 至
6000元。

提升执教能力，让各族群
众享有更具质量的教育

启动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和民办教育质量提升工程。评选
出 123 所省级文明学校，授予 4 家
单位“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称号。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深化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培训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 14.79 万人次，建立 2 个国
家级名校长工作室，评选认定“云
岭教学名师”105人。

启动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
赛和卫生监督校园行动五年计划，
出台《云南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
美育工作实施办法》。2016 年起，
全省高校对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
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年来，教
育部门和高校共举办各类创新创业
大赛 200 余场，举办创业讲座和论
坛近 1500 场，参加学生 30 万人
次。9所高校创业园被认定为云南
省大学生（青年）创业示范园，40所
高校大学生创业平台成为省级校园
创业平台，1 所高校入选全国首届
50所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加强学校制度、法治等建设，
释放教育发展活力。滇西应用技
术大学试点招生，总部和特色学院
建设加快推进。制定《云南省依法
治教规划》《云南省中小学幼儿园
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推进 7 所民
办高校章程核准。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云南省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云南省普通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获教育部同意备案，出台《云南省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
革实施方案》等。

云南省政府与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 15 所高校签署新一轮战略
合作协议。出台《云南省深化高校
创新创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建设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24 个。加强高
校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截至 2016
年年底，高校科技活动人员 38379
人。全省高校两院院士 3 人，教育
部创新团队4支，长江学者7人，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7 人，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5 人，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39人，7人入
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
评议组成员。继续促进产教融合，
建立莲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示范
区。在高校建设校园主题创客空
间5个。

深化教育改革，带给各族
群众更具动力的教育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
革”成效明显，全国推广“六个统
筹”经验。11 项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专项试点项目经验得到推广，如
积极“探索政府举办和鼓励社会力
量办园的措施和制度”，昆明形成

“名园办民园、管办分离”城市办园
模式，玉溪形成“洛河模式”“杨广
模式”等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
省级“完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举
措也产生政策示范和引导激励效
应，颁布施行《昆明市民办教育促
进条例》，省级专项资金带动昆明、
曲靖等 8 个州市对应设立民办教
育专项资金近5000万元。

上下联动、纵深推进综合改
革。昆明市围绕《昆明市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方案》出台 14 个实施方
案，实施“政府+社会”办园模式、
小升初招生“电脑摇号”“名校融
校”工程等；昭通市实现夯实学前
教育发展基础、普通高中教育质量
提升机制等十大突破；曲靖市定位

“构建现代教育体系、打造现代教
育强市”，推进首个省级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

云南大学围绕学校内部治理
体系、教育教学等领域推进综合改
革，学院制改革收效甚好；昆明理
工大学实施《昆明理工大学综合改
革总体方案》，明确完善内部治理
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 7 方面
40 个专项改革任务，学校工程学
和材料科学学科相继进入 ESI 国
际排名 1%行列；昆明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国家
批准成立；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被遴选
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格局。

不断扩大开放，为各族群
众提供国际化的教育

2016 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学
校 共 招 收 各 类 外 国 学 生 24617
人。其中，高校留学生14272人。

做好做实各类出国留学项目，
每年公派 500 余名留学人员，推动
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目前，全省
有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合作办学项
目 22 个，其中本科以上项目 13
个，专科项目 9 个；在南亚东南亚
国家设有合作办学机构和办学项
目各两个。

目前，与国外学校已合作举办
14 所孔子学院（课堂）。连续 5 年
承办“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建设“一带一路南亚东南亚汉
语国际推广基地”“汉语推广师资
培训基地（昆明）”两个国家级汉语
国际推广基地。着力打造小语种
人才培养基地等国际交流合作品
牌项目，成功举办第十一届全球孔
子学院大会，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
教育交流并建立定期交流机制。

办
好
云
南
各
族
群
众
满
意
的
教
育

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

周荣

数说变化数说变化

289.2亿元

云南以“全面改薄”项
目助力教育精准扶贫，
2014年以来整合各类教
育专项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289.2亿元，占五年规划总
投资的84.94%。

两个100%

目前，云南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
盖 15853 所 学 校 ，惠 及
478.4万名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实现全省129
个县（市、区）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100%全覆盖。农
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覆盖全省269.12万名
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学生，实
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
生活补助100%“全覆盖”。

48.16万平方米

2011年，云南开始实
施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
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已累计投入资金12.55亿
元，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
舍48.16万平方米。

300亿元

实施云南省现代职业
教育扶贫工程建设项目，
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利用好
金融职教扶贫专项贷款
300 亿元，集中用三年时
间（2016- 2018 年）加快
推动104个项目的实施。

135.3万人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
南全面推进计算机辅助普
通话水平测试，5年共计测
试各类考生135.3万人次。

7.5万人

目前，云南省有36所
高校开设了69个东南亚南
亚语种（简称小语种）专业
点，小语种专业在籍学生
人数近8000人，非小语种
专业学生学习小语种课程
的人数已经达7.5万人。

4843所

截至2016年年底，全
省民办学校（不含培训机
构）已达4843所，比2012
年底增加 776 所，增长
19.08%；在校生124.36万
人，比 2012 年年底增加
29.96万人，增长31.74%。

94.7%

截至 2016 年 12 月，
云南全省有特殊教育学校
61 所，残疾儿童在校生
27690 人，残疾儿童入学
率达94.7%。

自信的傈僳族教师。 矣勇 摄

易门县小街中学是玉溪“互
联网+智慧教育”建设实践应用的
缩影。

海拔 2600 米的老黑山下，这
所典型的偏远山区农村校与教学
条件更好的易门县六街中学建设
了远程互动教学系统，并以六街中
学为主课堂，使该校学生也能享受
相同教学资源。

“玉溪教育信息化建设已进入
全面深化应用阶段。”玉溪市教育局
局长罗江云介绍，2014年玉溪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实施意见》，筹资 5 亿元，在
全省首家以州市为单位，按照统一
配置标准、统一建设规范、统一管理
流程、统一验收办法“四统一”模式，
区域整体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硬件、软件齐头并进——数字

化校园 680 所，多媒体、计算机教
室及录播教室 6373 间，触控一体
机、计算机 28357 台，校园网信息
点 32677 个 ，校 园 安 全 监 控 点
14372 个 ；市 财 政 一 次 性 投 入
4000万元，建成涵盖全过程管理、
全场景教学、全天候学习与评价的
玉溪教育云平台，汇聚数十万条从
幼儿园到职业院校全学段的优质
教育资源，开设上百门包含各类学
科的在线课程，市级财政每年将
500 万元经费专项用于教育教学
资源库开发建设、扩容和更新。

“经过两年多建设，全市教育
信息化基本建成宽带网络校校通、
教学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建成教育资源服务平台、教
育管理服务平台和教育评价平台，
基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

时可学’的现代教育体系。”玉溪市
教育局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王韶琨
介绍，玉溪教育云平台实名注册师
生达25万人，活跃度达56%。

按照全员注册、全员培训、全
员会用要求，玉溪构建市、县、校三
级培训体系。“在澄江县，教师使用
多媒体进行教学、应用现代化教学
资源辅助教学已成常态，真正实现
了授课模式转变、课堂效率改善和
课堂效果高效。”澄江县教育局局
长杨进书说，该云平台让教师、学
生、学校、家长于开放环境中形成

“师师互动”“师生互动”等多维互
动模式。

红塔区利用信息化建设平台，
促使教师更多关注教学过程、教学
规律、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规律，
促进教师对自身常态课进行积极

探索和改进。
“老师可以把教案、课件等上

传到云平台，供大家参考使用，教
师交流也能随时随地。”华宁县第
一中学教师王维刚说。

玉溪全面构建利用信息化手
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充分
发挥教育信息化对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让优质教育资源活起来、动
起来、转起来，让广大农村、山区学
校师生不出校门，就能分享优质教
育资源，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
差距。”罗江云说，通过教育信息化
建设，使相关设施设备达到义务教
育均衡县国家评估标准要求，玉溪
今年将率先在全省实现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目标。

玉溪：“互联网+”圆教育均衡梦
本报记者 李配亮 杨国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