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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略显简陋但却干净
整洁的面包房。上午 10 点多，
四十多岁的面包师傅施李元，不
时查看正在烤制的面包。几分钟
后，烤箱打开，满屋飘香。记者
品尝了一块面包，松软、香甜、
可口。“这是给孩子们大课间加
餐 准 备 的 ， 孩 子 们 可 喜 欢 吃
了。”施李元自豪地说。

这是记者日前在云南省云龙
县功果桥镇云龙三中采访时亲历
的一幕。

一个民族地区贫困县的乡村
中学，竟然有专门的面包师傅给
学生们做面包，这让记者感到有
些意外。

或许是看出记者的疑虑，云
龙县教育局局长杨雁解释说：

“这几年我们下大力气改善乡村
学校食宿条件，就是要让乡村学
校的师生能吃得好、住得好。”

云龙县近年来着力推进城乡
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出包括改善
乡村学校食宿条件在内的一系列

举措，目的就是让城乡孩子都能
享受公平的教育。

政策暖心，真情留
住乡村学校师生

云龙县是一个以白族人口为
主的民族县，也是大理州最偏远
的山区贫困县。前些年，这里曾
出现因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差而导
致的生源外流现象。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云龙县
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提振乡村教
育的政策，下大力气办好乡村学
校，留住生源。

对于边远贫困地区的乡村学
校来说，食堂是为孩子们提供健
康饮食、合理营养搭配的主阵
地，也是留住生源的一个重要手
段。

2014 年以来，全县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食堂实行学校自办，
至今共投入 2650 多万元，建成
了 85 个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食
堂，并投资500多万元统一购置

现代化学校食堂设备设施。
云龙县还采用政府向社会购买

服务的方式给102所乡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配齐310多名营养餐食堂
用工，并将食堂用工工资列入县财
政预算。

“目前，全县所有义务教育学
校食堂建设均实现标准化、规范
化。”杨雁说，“县里还全力实施农
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仅 2017 年
以来全县营养改善计划支出就达
1890万元。”

云龙县结合实际建设乡村教师
周转宿舍，并将之纳入保障性住房
建设范围，妥善解决乡村教师特别
是新教师、交流轮岗教师及实习支
教师范生等的居住问题。

在长新乡中心校采访时，我们
走进青年教师李文会的周转宿舍。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带厨卫的标准套
房，面积大约50平方米。“住着这
么大的房子，真的非常舒适。”李
文会笑着对记者说。

如今在云龙县许多乡村学校，

像李文会一样的青年教师大多能住
进周转宿舍。2009 年至 2016 年，
全县共建教师周转宿舍及公租房
586 套，投资 4100 多万元，建筑
面积超过2.7万平方米，惠及30所
乡村学校。

“我们还全面落实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按照乡镇校每月 550
元、村小每月600元、边远地区学
校每月700元的标准发放，覆盖全
县106所学校2146名教师。”杨雁
说，“这些暖心的政策稳定了乡村
教师队伍，促进了全县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建设。”

一校一策，提升乡村
学校硬件水平

漕涧中学是一所乡村初中校，

走进校园记者才发现，这所乡村校
的办学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站在学校不大的操场上，校长
樊祖刚皱着眉头对记者说：“学校
现有在校生780多人，而校园占地
面积只有不到 13 亩，教室、学生
宿舍都很紧张。”

指着不远处的学生宿舍楼，樊
祖刚的语气满是愧疚：“住宿条件
太差了，真的对不住这些孩子啊！
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间最多时
住着近20个学生。”

不过，话锋一转，樊祖刚的脸
上又露出笑容：“县里知道我们办
学困难，早就谋划好了，为我们征
了100亩地建新校区，新校区今秋
开学就能投入使用，各方面条件都
将改善。” （下转第三版）

这里城乡孩子享受公平的教育
——云南省云龙县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蔡继乐 施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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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非洲首个中国石油培
训中心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揭
牌 。 该 培 训 中 心 投 资 2500 万
元，占地 1.2 万平方米，预计年
均培训石油人才 1.1 万人次，将
为当地培训大量石油人才，帮助
东非地区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国
际企业解决“招工难、管理难”
的问题。让人意外的是该培训中
心的投资创办人是来自 9000 公
里外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的 4
名“90后”在校研究生。

4 个年轻石油创客的创业之
路说起来并不算长。2016 年 11
月，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石油

工程学院在校研究生吕健在一家
国际公司实习期间，看到了海外
油气市场巨大的商业机会，决定
到海外创业，并得到同学马搏、
段晓飞、宫智武的积极响应。很
快，4 个年轻人联合创立了创造
太阳能源服务 （青岛） 有限公
司，走上创业之路。

在分析了全球的石油开采现
状之后，他们发现东非地区正处
于石油开发的初期，有巨大的发
展机会。为得到第一手资料，吕
健等前往非洲考察了两个月，走
访了 6 个国家，最后决定把乌干
达作为在非洲的创业大本营。

乌干达原油地质储量为 65 亿
桶，位居非洲第三，油气行业已吸
引200亿美元的投资，但由于该国
之前尚未进行油气开发，并无相关
人才储备。

2017 年 11 月 20 日，乌干达
总统穆塞韦尼亲自接见了创造太阳
项目团队。他认为，能源培训对乌
干达人非常有意义，将全方位支持
培训中心发展，包括减免税费和电
费、免费划拨土地、颁发培训资质
执照等。

最 终 ， 创 造 太 阳 公 司 投 资
2500 万元建设非洲首个中国石油
培训中心——东非石油技能培训中

心。在一步步的摸索中，创造太阳
公司探索出了“一个中国领队+两
个中国副手+四个非洲员工”的

“1+2+4”培训模式，并成功赢得
了当地政府的信任。目前，创造太
阳公司已与乌干达当地的石油企业
及周边国家部分中资企业和不少国
际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就人才
培训达成协议。

公司为实现快速发展，实行
了借智引才战略。“智”主要来自
培养 4 人的母校——中国石油大
学 （华东），学校对创造太阳公司
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并帮助创造
太 阳 公 司 申 请 国 家 的 “ 一 带 一
路”项目。创造太阳公司还联合
母校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共建
培训中心。

如今，创造太阳公司成立了两
个国内子公司和两个海外子公司，
员工已增至 35 名，业务也迅速发
展。吕健表示，未来，创造太阳公
司计划在东非 5 国发起成立石油与
天然气职业技术培训中心，项目总
投资将达到1.3亿元。

在校生石油创客结伴闯非洲
本报记者 孙军 通讯员 王大勇

大学生就业创业聚焦

本报讯 （记者 郝文婷）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高考网上填报志愿
相关培训，规范培训行为，提高培训质量，内蒙古将对
2018 年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类咨询培训活动及讲座实行审
批备案制。

按照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是
高考网报志愿责任主体，各高中学校是培训和指导主体，
这三类单位举办网上填报志愿相关咨询、培训及讲座，无
须审批，但要向所属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或上级教育招生考
试机构备案。其他单位、社会团体、办学机构或个人若举
办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相关的咨询、培训及讲座，凡一次活
动在 50 人以上的必须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请，申
请时须如实报告培训的目的、时间、地点、对象、内容、
培训人数和预期效果，获得批准备案后方可按规定举办。
当地工商 （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协助教育部门做好监督管
理工作。

同时，各地若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发布
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相关内容，须按举办培训及讲座的程序
履行审批备案手续，以确保正确引导考生网上填报志愿，
防止混淆视听、误导考生及家长。

此外，所有获准举办的培训或网上发布信息等，均要
突出公益性，不得向考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得兜
售网上填报志愿相关的书籍、资料等。国家机构的公共场
所不得向私人培训机构提供培训场所。

内蒙古规范高考
网上填报志愿类培训

2018高考高招关注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崔巍 童伟宏） 近
日，浙江省人社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部门，在省
人才市场正式启动浙江大学生就业实习平台。

目前，该平台已与阿里巴巴、网易、娃哈哈、吉利集
团等7万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每天将免费向大学生发
布涵盖互联网IT、移动通信、生物化工等21类行业的20
余万个实习岗位、6万个就业岗位。

该平台由省人社厅与互联网兼职服务企业合作共建。
其中，省人才市场主要负责平台推广、资源整合、信息发
布和风险把控等工作；互联网兼职服务企业主要负责需求
征集、岗位对接、系统维护和后续保障等工作。

据悉，平台今后将推出面向国内知名高校以及香港、
台湾大学生的优质实习岗位。同时，平台还为在平台实习
求职的大学生提供每人3000元兼职保障金和10万元人身
意外险，保障其合法权益。

浙江：

大学生就业实习平台启用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复旦大学
课程思政建设现场交流推进会上获悉，上海将于 2019 年
启动“高校课程思政领航计划”，对入选高校每年给予
200万元资助。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郭为禄介绍，上海高校课程思政领
航计划将遴选推出一批整体改革领航高校、重点改革领航
学院、特色改革领航团队和精品改革领航课程，提供重点
支持，力求出一批好老师、好课程、好学院、好制度，在
实践中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规范。

上海明确，在推进高校课程思政过程中强化项目支撑
引领，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的申报主题必须聚焦课
程思政，在各类人才项目评审和表彰项目中将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成果作为重要考察内容。

在此次会议上，《复旦大学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 出台，《方案》 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3个课程思政
示范专业、20 门课程思政示范在线课程、100 门课程思
政示范专业课程，整体建成一个人文医学课程体系。

上海：

高校课程思政领航计划启动
包粽子 赛龙舟 插艾草 赶诗会

打开端午的N种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张利军）“去年 7 月从北京师范大学
毕业至今，我有幸成为一名管城区人民教师。入职还不到
一年时间，政府就给安排了公租房，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使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中去。”6月9日，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优秀教师公租房首
批入住仪式上，新入职教师方晓乐在领到公租房钥匙后激
动地说。当天，包括方晓乐在内的126位教师都拿到了公
租房的钥匙。

据了解，管城区高度重视、关心教师的成长和发展，
为加快推进教育系统人才引进及培育，这次该区共拿出
300套公租房，专门用于解决教师住房困难问题，为优秀
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解决后顾之忧。经申报、提交资料审
批、取得资格证等环节，第一批126名符合申请公租房条
件的教师拿到公租房钥匙。入住的教师主要包括通过人才
引进的方式进入管城区教育系统的教师、省市名师、各级
骨干教师、带头人等不同岗位的优秀教师。

郑州：

首批126名教师住进公租房

包粽子、赛龙舟、插艾草、赶诗会⋯⋯又到一年端午时。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节日，全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粽叶香飘四海，百舟竞渡风流，孩子们在浓浓的文化
氛围中体验传承千年的端午习俗，了解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图①：6月15日，江西省新干县幼儿园的孩子与家长一起玩“旱地龙舟”游戏。
图②：6月16日，在山东省沂源县历山街道历山社区，一名小朋友在挑选五彩香包。 新华社发
图③：6月15日，江苏省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包粽子。 张开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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