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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 2018 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总营 （高中

组） 在山东省青岛市中德生态园德国足球亚洲
基地闭营。来自全国各地的 428 名学生运动
员、105 名教练员参加本届夏令营总营 （高中
组）。经过40场比赛考察、多项技术测试，88
名优秀运动员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总营“最佳阵容”，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

此前，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办的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夏令营总营 （初中组） 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
动营地——东方绿舟、2018 年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夏令营总营 （小学组） 在国家体育总局
秦皇岛训练基地 （中国足球学校） 先后圆满落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29 名领队、110 名教练
员和 883 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了 2018 年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总营 （初中组），176 名
优秀运动员入选“最佳阵容”并获评“国家一
级运动员”。1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加了 2018 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总营 （小学组），148
名优秀运动员入选“最佳阵容”并获评“国家
三级运动员”。

夏令营期间，精彩的比赛、紧张的技术测
试、专业的足球公开课以及丰富的文化活动，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营员们在学习先进足球技战
术理念、提升足球实战能力和素质的同时，磨
炼了意志、收获了快乐、增进了友谊，也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

挥洒汗水 追逐梦想
——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掠影

我们胜利啦！（小学组）

教练员循循善“诱”（初中组）

专家现场指导裁判员（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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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在“肩”（高中组） 开赛前核对球员信息（小学组）

雨中鏖战（初中组）

奋力拼抢（高中组）

（本版图片均为特约通讯员任佐摄）

（上接第一版）
“硬件上去了，没有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仍然不能解决贫困村教育扶贫
的根本问题。”兰考县教体局主抓计
财、人事的副局长杨相军认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要“数量和质量一起
抓”。

为此，兰考县一方面通过社会招
聘、特岗、全科教师定向培养等措施
大力补充乡村教师数量，保证每所乡
村校都可以开齐开足课程；同时开展
国培、省培、县培、校本研修，依托
县名师工作室、乡村骨干教师工作
室、学科坊等平台，着力提升乡村教
师整体素质，培育名师、骨干教师，
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

在 农 村 中 小 学 教 师 补 充 方 面 ，
2017 年兰考县招聘特岗教师 260 人，
面向社会招聘教师 350 名，全部充实
到乡镇中小学教学一线；为了解决乡
村教师结构性缺乏难题，2017年小学
教育全科教师定向免费培育计划共招
生 65 人，其中本科 15 人，专科 50
人；积极借助外力，开封市每年选派
52 名教师对口支教，全部分配到三义
寨乡、堌阳镇等一线学校。

有了教师，能不能教好？能不能
留下来？如何为乡村教师搭建成长发
展平台？

兰考县以国培计划为载体，以骨
干培训为引领，建立了国培、省培、
县培和校培四级联动机制，近 5 年培
训教师7500人次，其中与河南师范大
学、郑州师范学院置换培训 225 人，
短 期 集 中 培 训 1535 人 ， 送 教 下 乡
1000人，远程培训4740人；5年内培
养省名师 50 人，省骨干教师 300 人，

县教育名师 500 人，县骨干教师 1000
名。

谷营镇是兰考县北部最偏远的一
个乡镇，与山东省东明县毗邻，马寨小
学是这个镇里最偏远的一所小学。学
校副校长耿婵说，全校14名教师，包括
刚走上讲台一两年的特岗教师在内，近
两年全都参加过教师培训项目，每人参
加专业发展方面培训3次以上。

除了县里统一组织，不少乡镇也
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特色化的培训项
目。东坝头乡在中心学校的带领下，
2015年成立了囊括14所学校的乡骨干
教师工作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微课
比赛、基本功评比等，帮助教师成
长。而语文坊、数学坊、英语坊等专
业工作坊，也为各科任课教师成长搭
建了平台。截至目前，全乡共培养出
县级以上骨干教师76人，其中省骨干
教师7人。

“如今，我乡贫困村学校师资水平
有了明显提高。张庄小学 14 名教师
中，有 3 名是省农村骨干教师。东坝
头小学 12 名教师中有 8 名骨干，其中
2 名省骨干、1 名市骨干和 5 名县骨
干，而这些骨干教师大多是在国培计
划出台之后成长起来的。”东坝头乡中
心学校校长宋排书说。

在提高教师待遇方面，2017 年兰
考县投资 1574 万元建成了 17 栋教师
周转房，发放生活补贴1600余万元。

教育要提升，改革是关键，制度

是保障。兰考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
革，完善城乡教师激励机制，遴选优
秀教师进城任教，轮岗交流乡镇教师
到县城学校教书，实施教师绩效考
核，推行中小学校长交流轮岗制度。
2017 年 7 月，全县招考乡镇教师 257
名，充实城区中小学；2018 年 2 月，
任职 5 年以上的小学校长 147 人进行
了交流轮岗。

资助加码：
增加老百姓教育获得感

“在高中，我花费在食物上的钱并
不多，大部分钱都用在了买资料上，
每一笔花费都历历在目。如果没有你
们的雪中送炭，我生活上就难以保
障，更难以买到足够的学习资料，也
就无法取得现在的成绩，无法考入郑
州大学，我的人生将会是一种糟糕的
状态。不过幸好，有你们在。”5 月 8
日，已考入郑州大学的三义寨乡老茄
庄村学生高党辉给兰考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父亲去世早，母亲患精神疾病，
家庭条件极差，但家里的墙上却贴满
了高党辉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为了
摸清资助对象情况，兰考县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瑞曾多次到高党
辉家走访。而每次谈起高党辉，李立
瑞都眼眶泛红，“党辉一家靠 70 岁的
大伯种田来养活，生活艰难，但他很

争气！”
贫穷没有压垮这个家，在国家的

资助下，在兰考县资助扩充政策的帮
助下，高党辉得以在学业上一展所
长，2017年考入郑州大学。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是教育扶贫的兜底行动，是民生
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因此，兰考县
在落实好应助尽助的国家政策之外，
还出台了覆盖全学段的教育扩充计
划。”李立瑞说，像高党辉这样的家
庭，教育扩充计划对他们的资助力度
是空前的。

她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017年高党辉高三阶段享受国家助学
金 3000 元，免学费 2700 元，分阶段
补贴5000元，郑州商品交易所资助奖
学金 1000 元，滋惠计划 2000 元；考
入大学后，兰考县“两不愁、三保
障”对建档立卡学生每人每年5000元
资助金，考取一本一次性奖励 3000
元，郑州商品交易所每年资助 3000
元，共计 2.47 万元，其中兰考县级资
助金达1.3万元。

在兰考，高党辉一家是幸运的，
但却不是个案。自 2017 年 9 月起，兰
考在全县实施教育扶贫扩充计划，在
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出台了兰考县特
色政策，覆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学
段。

李立瑞介绍，在幼儿园阶段，对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每个幼儿每年资助

500 元；高中、中职学生每年生活补
贴1000元；对专科、二本考生一次性
生 活 补 贴 2000 元 ， 一 本 考 生 3000
元。而对义务教育阶段，早在2016年
就出台了“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按照小学生每年 300 元，初中生每年
1200 元，高中、中职学生每年 5000
元标准予以资助，对建档立卡大学生
按照每生每年5000元进行资助。

“仅 2017—2018 学年，兰考县教
育扩充计划共计发放资金 2577 万余
元，资助学生超过 2.3 万人次。”李立
瑞说。

职教兜底：
学一门技术，脱贫一个家庭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曾走进了贫困户闫春光家——3 间瓦
房、一个老人、两个孩子，家徒四
壁；短短3年，平房盖起来了，小院垒
起来了，家里装修一新。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88 岁
的奶奶张景枝高兴地说，8万元的无息
贷款加上县教体局开展的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让闫春光家的养鸡场规模不
断扩大，收入节节攀升，2015年成为
张庄村首批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之
一。

“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和主阵地都
在农村。”在兰考县职业与成人教育中
心主任刘庆义看来，职业教育要走出

课堂、走进工厂、走向市场，真正实
现“培训一人，掌握一项技能；就业
一人，脱贫一家”。

为此，兰考县建立了职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相结合的职教体系，一方
面，利用省特色院校建设项目，投资
近 300 万元，为县第一职业中专购置
学前教育、汽车驾驶与维修、影视与
影像技术、制冷与空调技术等9个专业
所需的实训设备，大大提升了全县职
业教育办学水平。同时，利用16所乡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235所村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扩大培训覆盖面，每年
有近1000名初中毕业生接受中职教育
培训。

另一方面，引入社会力量，与顺
达驾校、金城建筑职业技术学校等市
场化企业合作办学，对18至45岁之间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进行驾驶技术培
训，在3个月之内拿到驾驶证的，每人
补贴3500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
的“两后生”和其他家庭成员年龄在
18至60岁间，免费培训“金属焊接与
切割”专业技能，并推荐到当地的富
士康、恒大等企业工作。2017年培训
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人，全部由财政
补贴学费。

“职业教育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
动力，是教育扶贫最持久的基石。”兰
考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明俊说。

“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
对未来有希望！”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
的期待，也是奔向全面小康的兰考教
育扶贫无法置身事外的历史使命！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今日兰考
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富裕，
走向繁荣。

看看！！教育助阵兰考打赢脱贫战教育助阵兰考打赢脱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