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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摘帽的﹃﹃井冈山经验﹄﹄

帮扶政策覆盖各类贫困生 投入向乡村校倾斜 推进﹃﹃互联网 教
+育扶贫﹄﹄
井冈山市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
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
的罗霄山脉中段，下辖 21
个 乡 镇 场 、 街 道 办 事 处。
现有人口 16.3 万人，国土
面积 1297.5 平方公里。
井冈山以其辉煌灿烂
的革命历史，铸就了蜚声
中外的“红色摇篮”。上世
纪 20 年代末，毛泽东、朱
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
这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创建了中国第一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
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教育部举办直属机关学习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报告会

井冈山茨坪革命旧址

立体式帮扶不让一名
学生因贫困失学
李华 （化名） 是江西省井冈
山市井冈山中学 2018 届优秀毕业
生，也是一名红卡户学生。今年
高考，李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上海某财经类著名高校。
井冈山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
心主任汤昌华告诉记者，为了精
确区分扶贫对象，井冈山市独创
了精准识别贫困户的红卡、蓝卡
和黄卡制度。当地所有镇村的贫
困户家门口，都挂有标识卡，红
卡为特困户，蓝卡为一般贫困
户，黄卡为虽已脱贫但尚需巩固
的困难户。
李华在高中期间，享受了每
学期免学费、免书本费，享受国
家助学金以及张家港武装部队、
红十字基金会、江苏恒联物流有
限公司自强班的资助。正因为没
有了后顾之忧，李华学习进步迅
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教育扶贫重在精准，成败在
于精准。
”井冈山市教育局副局长
邝小明告诉记者，过去，井冈山
的学生资助工作主要以学生自主
申报为主，现在则是主动出击，
发动全体教师深入班级与乡村，
多方收集信息，加强与乡镇、扶
贫等部门的衔接，确保每一名建

档立卡户学生进入数据库。到目
前为止，共有 2730 名学生进入数
据库，确保了“不漏一人”的目
标实现。
为了确保不让任何一名学生
因贫困而失学，井冈山教育局强
力构建覆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各个学段各类贫困学生的“一
揽子”帮扶政策。对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建立到校、到户、到
学生的教育精准扶贫平台，从幼
儿园开始全程追踪到大学，按
奖、贷、助、补、免等资助政策
给予多元资助，确保每名贫困家
庭的孩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井冈山市积极协调财政局、
扶贫办、发改委等单位，争取国
家专项支持，加大教育扶贫经费
投入。2018 年春季，该市学前教
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金新增 4.05
万元，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
补助 21.46 万元，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 58.7 万元，对建档立卡户
子女、残疾学生、农村低保户子
女、农村特困救助学生免学费
16.5 万元，发放中职国家助学金
和免学费 31.7 万元。
井冈山市还积极拓展教育扶
贫资金渠道，充分发挥企业、个
人、公益组织等在教育扶贫中的
作用，合理引导各种教育扶贫资
源发挥最大效益。截至目前，全

近 3 年 ， 井冈山
市补充乡村教师
200 余 名 ， 其 中

90%
90
% 补充到乡村学
校一线教学岗位

市各类社会助学项目近 50 种，资
助人数 2236 人，每年资助金额近
200 万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
受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达 1536
人 次 ， 年 帮 扶 金 额 达 152 余 万
元，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受助率高达 86%。

振兴乡村教育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
绿色的塑胶运动场，红色的
塑胶跑道，三层灰色教学楼内，
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教室、音乐
室、美术教室、实验室、阅览
室、“留守儿童之家”等功能室一
应俱全，教学楼后面是食堂和 8
套教师周转房。这是记者在茅坪
乡宁冈希望小学见到的场景。
宁冈希望小学是井冈山一所
典型的乡村小学，学校共有 6 个
教学班 12 名教师，42 名学生中
有 22 名是留守儿童。校长刘小光
告诉记者，2016 年以前，学校操
场还是水泥地面，教育教学设施
陈旧，近两年在教育局大力投入
和各方支持下，学校面貌焕然一
新，师资合格率 10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振
兴乡村教育。越穷的地方越难办
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
育。为了让每一个贫困地区孩子
都能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井冈山市大力推
进“互 联 网 + 教 育 扶
贫”工作新模式
工作新模式，
，全市
乡村学校均实现“校
校 通 ”“ 班 班 通 ”
100%
100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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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教育投入向贫困山区、乡
村倾斜，多措并举让乡村学校硬
件设施“硬”起来，让乡村教师
的素质强起来。
“井冈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教育扶贫工作，积极协调财政
局等成员单位，争取国家专项支
持，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教育经费
投入。全市统筹现有的教育工程
和项目，适当调整教育投入方
向，在总体规划内向薄弱学校倾
斜，并拨付帮扶资金 20 万元给塘
头村，修缮村托儿所，添置村小
的课桌椅和教学用具。”邝小明
说，近两年，全市已完成 20 多所
中心小学、幼儿园的校舍改造项
目和教学装备添置项目。
“近两年，井冈山先后投入资
金 1.1 亿元用于校园基础设施建
设，相继实施了学校标准化建
设，薄弱学校改造等 150 多个项
目工程，改造学校 35 所，完成校
舍建设面积 3 万平方米，运动场 4
万平方米，乡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进一步改善，办学特色进一步彰
显，办学品位进一步提升，下七
中学、畔田小学等一批农村学校
在吉安市美丽校园评比中脱颖而
出，成为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乐
园。
”江西省吉安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科科长王卫华说。
（下转第三版）

近两年，井冈山
市投入资金 1.1 亿 元
用于校园基础设施建
设 ， 实施学校标准化
建设、
建设
、 薄弱校改造等
150 多个项目工程

井冈山市龙市小学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学生在交流。
井冈山市龙市小学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学生在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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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扶贫摆在脱贫攻坚突出位置来抓
江西省井冈山市教育局局长 龙平
足额、快捷发放到每一名受助
井冈山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的贫困学子家庭。为了确保贫困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的重要指
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全市大力
示精神，不断加大政策落实力
实施精准扶贫，确保政策宣传全
度，突出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
覆盖、数据精准全覆盖、帮扶措
题，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井冈特
施全覆盖、扶智措施全覆盖，强
色的教育扶贫之路，让扶贫的阳
力构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光温暖每一名贫困学子。
“一揽子”帮扶体系，让贫困学
市委、市政府把教育扶贫
生“有学上，上好学”
。
摆在脱贫攻坚的突出位置来
扶贫先扶智，为了让每一个
抓，积极协调财政、扶贫、发
改等部门，争取国家专项支
持，加大对教育扶贫经费投
入；积极拓展教育扶贫资金渠
道，充分发挥企业、个人、公
益组织等在教育扶贫中的作
●
●
用；合理引导各种教育扶贫资
源发挥最大效益；将各项政策
落到实处，将扶贫资金安全、

山区孩子平等地享受到优质教育
资源，全市的教育资金政策向贫
困山区、乡村倾斜，多措并举改
善教学条件，真正使乡村校园建
设“美”起来、乡村学校信息化
“智”起来、乡村教师素质“强”
起来。近两年来，我市着力加强
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实施了
学校标准化建设。同时大力推进
“互联网+教育扶贫”工作新模

式，完善农村学校信息技术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城乡学校教
育信息化应用水平。与此同时，
我们采取优先补充农村师资力
量，优先培训农村师资骨干，优
先确保农村师资待遇保障、大力
实施“教师安居工程”等举措，
锻造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学校师资
队伍，使广大农村教师安心从
教、乐心从教、舒心从教。

打赢教育扶贫攻坚战
●

●

●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走进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报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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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行驶在
蜿蜒的水泥山路上，环顾四下，
云蒸霞蔚，满目苍翠。这个风光
绮丽、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
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井冈山。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
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本报记者
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
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为党领
导人民创造中国奇迹奠定了基础。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2016
年
2
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继 2006
苏令
年 、 2008 年 之 后 第 三 次 上 井 冈
山，发出了“在扶贫的路上，不
徐光明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
贫困群众”
“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
中作示范、带好头”的殷殷嘱托。
总书记的嘱托，声声入耳。
甘甜
2017 年 2 月 26 日，奇迹又一次发
生。这一天，井冈山市正式宣布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这个为中
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地方，在
脱贫攻坚上也走在了前列。其
中，包含着一份沉甸甸的教育扶
贫成绩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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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11 月 7 日，教育部举办直属
机关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第三场辅导报告会，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孙尧作辅导报告，直属机关 4600 余名干
部职工在主会场和 60 多个视频分会场同步学习。
孙尧指出，这次全国教育大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划时代、历史性会议，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他结合分管工作，从夯实基础工作、
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确立战略支点、构建教育现代化
新格局，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坚守公
益属性、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聚焦立德树人、提升民
族教育发展水平，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
战 6 个方面介绍了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认识和体会。
孙尧强调，
做好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工作，
要坚
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以“四点一线一面”教育
现代化战略布局为突破口，
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提质量、民族
教育上水平、民办教育强管理、教育脱贫聚合力。

河北举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集中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日前，河北省举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集中宣讲活动，副省长徐建培作宣讲报告。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
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学习宣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高度重视，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扩大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
委书记王东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做好教育
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要突出工作重点，
精心组织实
施，
努力开创新时代全省教育工作新局面。
在宣讲中，
徐建培指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教育系统的头等大事。河北要进一步扎实推进加快教育现
代化各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新时代河北教育工作迈上新
台阶，实现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作为。全省教育系统要
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
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着力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教育关切，
持续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
不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广东：

2020 年两类学校办学达标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为激活基础
教育“神经末梢”，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近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加
强全省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简称
“两类学校”） 建设和管理，均衡配置城乡教师资源，按
标准化要求完成两类学校达标建设，补齐两类学校短板，
确保到 2020 年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要求。
《意见》 要求，各地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乡村小规模
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完全小学布局，科学编制未
来 3 年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专项规划。各地要根据农村寄
宿制学校建设专项规划和实际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寄
宿制学校学位，满足偏远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寄宿需
求。《意见》 为两类学校用地“保驾护航”
，明确提出各地
在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时，应当为两类
学校建设预留充足空间，非营利性学校所需用地指标由省
统筹解决。

长沙：

实现民办校党务干部全覆盖
本报长沙 11 月 8 日讯 （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刘
凯希 王威） 从今天开始，湖南长沙 32 名党组织书记和
党建指导员将陆续进驻市管民办学校。
长沙现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2000 多所，其中市管民办
学校 75 所，党员 2200 多人。从 2009 年起，长沙率先在湖南
启动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市管民办学校党组织基本实现了
应建尽建。今年，长沙先后出台了《长沙市关于进一步加强
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长沙市向民办
学校选派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的实施办法（试行）》，对
民办学校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次从直属公办学校
和区县（市）教育系统选派的 32 名党务干部，根据民办学校
办学类别、办学规模和党组织设置情况，有 9 人分别担任 9
所民办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有 23 人分别担任 55 所民办学
校党建指导员，除已由省教育工委选派党组织书记的 5 所
高职院校和 6 所暂无实质办学行为的民办学校外，实现了
派驻党务干部全覆盖。派驻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全职
到民办学校工作，主要履行党务工作者和政府督导员两项
职责，重点指导学校加强党建工作，督促学校规范办学行
为，确保民办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