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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每一个学生都能智慧成长
➡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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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电竞就是打游戏吗？
➡ 详见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澈）春光明
媚，潮平海阔。4 月 13 日，海南，
这片全国最大的改革“试验田”，
迎来了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的“生日”。30 年里，曾经封闭、落
后的海岛，经济、社会迅猛发展，
同样日新月异的，是海南的教育
事业。

22.75%和 82.5%、53.72%和
102.83% 、17.93% 和 90.6% 、
4.56%和39.92%、4和20，这几组
数字，分别是1988年和2017年，
海南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初中阶
段毛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及省内高校
数量。对比之下，变化自不待言。

与各学段入学率一样持续攀
升的，是海南在教育领域的投入。
据海南省教育厅统计，过去 5 年，
海 南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投 入 超 过
1279 亿元，是 1988 年至 2012 年
间总投入的1.6倍。

受制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
弱，海南教育的家底并不殷实，海
南教育人也从不讳谈这一点。在

“小财政”办“大教育”的发展理念
下，海南建省 30 年来，教育事业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基本建成了覆
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现代国民
教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教育公
平扎实推进，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教
育结构明显优化，教育特色日益凸
显，全省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
升，主要教育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19 个县（市、区）通过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群众
教育满意度大幅提升。

2017 年，地处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的琼中中学迎来了脱胎换骨的
变化，当地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托
管”学校，并向全国公开引进了 6 名
优秀校长、26 名学科骨干教师，通
过培训、轮岗交流等方式加快提升
教师整体素质。学校中考综合评价
指数全省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15 位
跃升至2017年的第7位。

这 样 的 变 化 得 益 于 海 南 自
2016年开始实施的“一市（县）两校
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截至
目前，海南已引进或正在洽谈的合
作办学项目已达 53 个，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名校纷纷来

琼办学，优质教育资源将延伸到每
一个市县。

对于与“优质”一体两翼，共同
驱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另一“翼”——

“公平”，海南同样常抓不懈——通
过实施教育扶贫移民工程，为边远
贫困地区和山区的孩子提供优质学
位 5.5 万多个；通过全面落实义务
教育免试、免费、划片、就近入学，令
13.28 万名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通过全面实施特殊教育提升
工程，令全省“三类”残疾儿童入学
率达到87%⋯⋯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海南筹
措了 3 亿多元教育资助资金，出台
了《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海南省教育脱
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等10多项文
件，确立了“全上学、全资助、上好
学、促成长”教育精准扶贫 12 字目
标，制定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全覆盖特惠性资助政策，有力保
障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不会因贫失
学。

职业教育是海南一张亮丽的名
片。在脱贫攻坚中，海南充分发挥了
职业教育的优势，在全国率先免除

中职学生学费、率先给予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升入高等职业院校就读学
生的学费补助。聚焦热带农业、旅游
酒店、健康养生、黎锦编织等特色产
业，使职教吸引力不断增强。

身处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敢
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从一
开始就写在了海南教育的基因里。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两免一补”政策；率先免除
中职学生学费，给予中职毕业升入
高职院校就读的学生学费补助；率
先统一城乡教师工资标准，拉平教
师与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构建了贯
穿学前到本科教育阶段的生均财政
拨款制度体系，成为全国率先实现
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覆盖
的省份之一⋯⋯海南教育的不少创
新之举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与创新一样写在海南教育基因
里的，还有“开放”二字。2017

年秋季，海南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联合国际旅游学院正式招生。围绕
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定位，学
院定位于引入国外先进理念，培养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旅游政策
与公共服务的高水平旅游业管理人
才。目前，海南高校与国外及港澳台
地区共406所高校建立了友好院校
关系，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等平台，海南教育开
放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拓展。

“海南教育要在新时代有新作
为。”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
说，海南教育系统将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用改革和开放的思
维来推进海南教育，为海南教育上
水平、上质量提供引擎和动力。

乘着新时代的东风，海南教育
定将劈波斩浪，谱写南海之滨的教
育新篇。

建省30年来，海南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优质公平全面推进，开放程度日益提高

琼州教育绘美景 而立之年再出发

近日，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土门村小学学生在体验采茶。该校组织学生来到村里的生态茶园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茶园师傅指导下采摘茶叶、学习农事，体验劳作的乐趣和艰辛。 杨韬 齐宗雨 摄采春茶 学农事

新学期伊始，甘肃省民乐县
南丰镇寄宿制学校校长李丰瑞格
外忙碌，除了安排学校常规工作
外，平均每天他都要接待几位“上
访”家长。

原来，这些家长想把在县城
读书的孩子转回家门口的学校。

“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比城里还
好，家长、学生不愿再舍近求远。
刚开学已经转回来了 19 名学生，
陆陆续续应该还有不少学生回
来。”李丰瑞高兴地告诉记者。

过去，由于办学条件落后，南
丰镇生源流失严重。南丰学区校
长史得红清楚地记得，3年前全镇
11 个教学单位只有 604 名小学
生，那时家长千方百计把孩子转
入县城学校就读，老师干劲不足，
教学质量下滑，农村学校一度陷
入恶性循环。

近年来，南丰学区不断加大投
入，通过实施“全面改薄工程”“标准化
学校建设工程”“教育信息化建设工
程”等举措改善办学条件，同时配齐了
专业教师，教师结构得到优化。

“看到学校的变化，家长们满意
了，镇上转出去的孩子陆续回来了，
教师们干劲十足，信心满满。”史得
红说，现如今全镇学生数量增加到
了712名，并呈继续增长态势。

记者走访了民乐县农村 10 多
所小学，发现学生数量普遍增加。而
根据民乐县教体局摸底的结果，春
季开学至今已有 121 名农村学生从
城区和外地“回流”至各乡镇学校。

民乐县城金山小学校长马多春
告诉记者，随着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农村学生转入城区学校就读
的压力开始缓解，城区学校“大班
额”也逐渐“消肿”。

城乡教育质量差距缩小的背
后，是民乐县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
准化建设和促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努力。

据统计，2013 年以来，民乐县
累计投资 2.75 亿元，实施改善薄弱
学校建设项目60个，新建校舍11万
平方米；统筹资金 2256 万元，为中
小学新购置计算机 3455 台、交互式
触控一体机等多媒体设备 827 套，
所有学校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全覆
盖；投入资金1427.6万元，为农村小
学和教学点架设了水暖空调，全自
动节能饮水机。

为全面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
量，民乐县采取一个乡镇设置一个
学区，教师县管区聘，经费校财区
管，统一管理、资源共享的学区一体
化管理模式。同时，全县 13 所农村
寄宿制小学、58 所中心小学捆绑了

邻近 102 所小学和教学点，实现教
育资源区域共享。

在积极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
民乐县还下大力气提升农村学校师
资水平。据统计，近 3 年，该县共补
充新教师 374 名，全部充实到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任教。县域内定期开
展城乡联片教研活动，加强教研交
流，形成城乡教研一体化发展格局，
促进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农村教师安居工程、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乡镇岗位津贴、交通补
助、每两年一次的教师体检⋯⋯民
乐县实施的一系列惠师政策，激励
着越来越多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

甘肃省民乐县改善学校硬件、提升教学质量、充实学校师资——

“镇上转出去的孩子陆续回来了”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陈有金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财政
厅公示了 2018 年高等教育

“ 冲 一 流 、 补 短 板 、 强 特
色”专项工作资金和“创新
强校工程”资金分配方案，
拟投36.39亿元支持34所公
办本科高校发展建设。其
中，32.85 亿元主要用于高
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
北高校振兴计划、特色高校
提升计划。

为啃下全省高等教育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块“硬骨
头”，广东今年启动了高等
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
特色”工作计划。高水平大
学建设计划以“冲一流”为
目标，以入选国家“双一
流”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
设高校为建设对象，本次共
有10所高校入选。

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
以“补短板”为目标。今年，广
东省财政拟安排 10.3 亿元
支持 12 所粤东西北和珠三
角非核心区域的本科高校，
重点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增
强学科、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此外，为支持行业特色
鲜明的高校发展，凸显特
色，今年广东省财政拟安排
8.4 亿元支持部分高水平理
工科大学和行业特色高校建
设。本次共有 14 所院校列
入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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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在 现 场

基层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笔

本报香港 4 月 13 日讯 （记者 焦新） 今天，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应邀出席在香港大学举办的 C9 联盟暨香
港大学中国研究型高校2018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陈宝生强调，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香港教育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高等教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香港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为内地教育改革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了重
要力量。

陈宝生指出，内地高水平大学和以港大为代表的香
港高校要做出表率，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

“育”，用创新体系“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培养卓越人才，
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新更大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对陈宝生
部长及教育部一直以来对香港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致
以诚挚感谢，并表示特区政府将在中央政府指引下，全
力发展香港教育事业，促进香港与内地教育界的全方位
交流合作，抢抓“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发展的战略机
遇，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社会的繁荣稳
定。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C9 联
盟高校和香港大学师生代表7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陈宝生出席C9联盟暨香港大学
中国研究型高校2018研讨会开幕式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发布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的通报称，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省有 56 个县 （市、区） 落实了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制度，受益学校2661所，受益教师8.4万名，共投入
资金2.96亿元，月人均补助293元。

2015 年底，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 《福建省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 实施办法》，提出
在全省建立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按平均每人每月不
低于3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各地依据学校艰苦边
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补助额度不纳入绩效工
资总量。2017 年，福建省财政对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下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省级奖补资金 6127.2
万元。

福建省教育厅在通报中提出，要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完善补助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效益，逐步形成“越
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各地要按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明确要求，不得以乡镇工作补
贴代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力争今年实现全覆盖，建立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经费长效机制。有条件的市、县要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提高政策覆盖面，
努力惠及更多教师。

福建8.4万乡村教师获生活补助
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

□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黑龙江省开展严肃查处中小
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有偿补课问题以来，严肃查
处并通报了一批典型问题。日前，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通
报了6起典型问题。

其中，双鸭山市师范附属小学教师于宏违规收受学
生家长礼金，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取消3年内评优
评先资格，全额退返违纪所得；伊春市永红小学教师董
雅红违规收受 7 名学生家长发送的“微信红包”，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全额退返违纪所得；哈尔滨工业大学附
属中学教师岳光辉参与社会培训机构有偿补课，受到记
过处分，取消两年内评优评先和晋级资格，本人作出深
刻书面检讨；鹤岗市第十三中学教师刘瑛有偿补课，受
到记过处分，取消 3 年内评优评先和晋级资格，2017
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级，扣发当年绩效工资；海林市
第二中学借调教师卢戈为其任教的两个班级 30 名学生
有偿补课，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全额退返违纪所
得；嫩江县第二中学违规订购教辅资料，校长武建平受
到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要把治理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和有偿补课等问题作为经常性工作，加大问题查处力
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继续对典型
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黑龙江通报6起教师违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