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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英桂）日
前，青海省举办学习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培训班。各市（州）、
县委教育工委书记、政府分管领
导、教育局局长，高校主要负责
人等参训。青海省委常委、副省
长王予波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
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
党在新时代的教育工作目标，推
动大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

王予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形成了系统科学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
论体系。全省上下要准确领会、
系统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定不移担负起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
王予波强调，要深刻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用“九个坚持”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毫不动摇加强
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广
大师生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从
发展规划、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上
优先满足教育需要；持之以恒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时不
我待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全
省教育现代化，不断满足各族人
民新期待；要扎扎实实抓好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推动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往实里做、往深处走。

青海举办学习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培训班

————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在指引下指引下 特别报道 湖南篇

秋末，湖南省绥宁县插柳
村。田野里一台开沟机正在

“轰隆隆”，再等几天，这片土地
就会种上莴笋、白菜、萝卜⋯⋯

种子还没种下，销路已经
找好。“湖南师范大学‘以购代
捐’，已预订了一批蔬菜。”村党
支部副书记龙宪贵笑着说。

这是今年 8 月湖南省高校
服务脱贫攻坚推进会推出的新
举措。首批 10 所高校与 9 个
贫困县签订了“以购代捐”校
农合作协议。

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建立
“以购代捐”长效机制，是湖
南推动脱贫致富可持续发展迈
出的新步伐。过去 4 年，湖南
共减贫411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 13.43%降至 6.36%。这其
中，高校作出了重要贡献 。

“要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当好
脱贫攻坚智库，为脱贫攻坚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要发挥高
校组织优势，抓实驻村帮扶工
作，当好驻村工作队的坚强后
盾。”8 月的推进会上，湖南
省委副书记乌兰说道。

此前的 6 月，湖南省教育
厅、湖南省扶贫办联合下发

《关于高等院校服务脱贫攻坚
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范围
内省级层面出台的第一个关于
高等教育服务脱贫攻坚的综合
性文件。它仿佛为高校脱贫攻
坚注入了一针能量剂，让湖南
高校服务脱贫攻坚的步伐更
加铿锵有力。

驻村帮扶让贫困
村变身“文艺村”

暖 阳 照 耀 下 的 插 柳 村 ，
兰溪河畔一户农家院落里，
58 岁的村民苏坤翠正与湖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莫高
翔闲聊。苏坤翠去年开了家
艺术客栈，9 张床位，每张收
费一天 20 元。2017 年来了 6
批写生的学生，仅此一项，
苏坤翠便增收一万元。

苏坤翠家的变化起于3年
前。

2015 年 3 月，湖南省委将
对口帮扶绥宁县插柳村的任
务交给了湖南师范大学。3 年
间，学校党委书记李民先后16
次前往插柳村驻村调研，经40
多名旅游规划、园林设计、生
物科技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多
番论证后，湖南师范大学最终
为这个生态环境秀美的贫困

村定制了一套以建设艺术写生
基地为中心，融文化观光、乡村
旅游、现代农业为一体的“旅
游+”精准扶贫模式。

“中国绥宁插柳文化艺术
园”、古树群自然景观和荷鱼
共生科技示范基地，都是这几
年陆续建起来的。

依托学科优势等资源，湖
南师大不仅将自己的写生基地
设在了插柳村的艺术园，还引
来了清华美院、中央美院、鲁迅
美院等 30 来所高校来此设立
写生基地。开园两年，就吸引
了1000人次的学生、画家到村
采风，全村像苏坤翠这样的贫
困户由此每年增收近50万元。

“这个村有很好的自然条
件，为什么长期不能脱贫，观
念落后是主要原因。”湖南师
大驻村帮扶队队长陈远南说。
因此，“旅游+艺术”，是湖南
师大为插柳村打造的“观念脱
贫”私人定制。

3 年间，来往进出的游客、
画家、教授、大学生和“三下乡”
文化扶贫队员，为这座偏僻闭
塞的小村落带去了许多新鲜元
素：中心广场上的文艺演出，荷
塘边的写生画板，艺术园里的
作品展，驻村工作小组办公室
里的学术交流⋯⋯对艺术的向
往，让村里的孩子们生出了“考
出去看世界”的心。今年高考，
村里的娃儿创纪录地有 4 人考

入一本、4人考入二本、10多人
考上了高职。

插柳村往北170公里的高
寒山区里，1500多亩千年梯田
已收割完毕，闲暇的花瑶绣娘
正在廊前绣花。“她们的绣品在
国际上可是抢手货！”湖南大学
驻白水洞村第一书记刘世明告
诉记者，学校自2012年帮扶白
水洞村后，专门组建“花瑶花”
文创设计团队，依托湖南大学

的学科优势，将“花瑶挑花”这
一花瑶独有的手工技艺推向全
球。走向世界的“挑花”绣品，
2017 年销售总额达到 600 万
元。再算上富硒水稻、虎久雾
雨茶、农家客栈等 140 余款文
创产品，“一定能按计划年底退
出贫困村序列”。

艺术写生、“土味”时尚⋯⋯
越来越多的贫困村，在高校的
驻村帮扶中，找到了发展农业

产业脱贫致富之外的新增长点。
自党的十八大后湖南启动本科院
校驻村帮扶工作至 2017 年，短短
几年，这项有 29 所本科高校参与
其中的脱贫攻坚工程，已帮助全
省 18 个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其
间，29 所高校累计投入驻村帮扶
资金 2.69 亿元，开展农村致富带
头人等各类培训 10.8 万人次，共
资助贫困学生近1万人。

（下转第三版）

驻村帮扶寻找贫困村经济增长点，依托专业优势为村民打造宜居乡村——

湖南：打一场高校服务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赖斯捷

小 康 不 小 康 ，关 键 看 老
乡。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扶贫战略思想的首倡之地，也
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目前，全省还有 37 个贫困
县、3209 个贫困村、216 万贫困
人口，特别是还有 11 个深度贫
困县、549 个深度贫困村，脱贫
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的
输出地，同时担负着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
高校服务脱贫攻坚，既是政治
责任，又是湖南的现实需要，
更是高校的使命担当。

我们认为，高校服务脱贫
攻坚，有着比其他层次教育更
为独特的优势。一是能有效发
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各类
人才智力支撑。二是能充分发
挥科技优势，推动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是
能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
过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
训，为贫困家庭培养新型职业
农民或产业工人等人才，增强
脱贫致富“造血”功能。

因此，面对全省脱贫攻坚
的繁重任务，2015 年，湖南
省委、省政府决定，全省本科

院校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
和智力支撑功能，主动担负起
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深入湖
南脱贫攻坚主战场，每所高校
驻点帮扶一个贫困村。

3 年多来，29 所高校踊跃
参与，各高校书记、校长率先
垂范，驻点帮扶干部及广大师
生积极作为，以强烈的使命感
和最真挚的感情，深入三湘大
地最贫困的村落，座谈调研、指
导谋划、献计献策，建公路、兴
学校；扶产业、提素质；通电商、
强培训⋯⋯各项扶贫工作扎实
推进，成效显著。

据统计，各本科高校 3 年

来累计投入驻村帮扶资金 2.69
亿元，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各类培训10.8万人次，资助贫
困学生 9900 多名，帮助 18 个
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关
键期。我们认真领会中央精
神，系统总结本科高校扶贫经
验，出台了《关于高等院校服
务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并
于 8 月召开全省高校扶贫推进
会，对全省 109 所高校服务脱
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
再发力、再部署。

今后，我们将重点从教育扶
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贫
困地区乡村振兴三个方面做好
脱贫工程、科技帮扶、文明乡风
建设等 12 项工作，实现扶贫开
发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力、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打造高校服务
脱贫攻坚的“湖南品牌”。

发挥科技优势服务脱贫攻坚
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蒋昌忠

本报讯 （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刘晓艳） 打破学科

“围墙”，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
学课程⋯⋯近日，天津大学修
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新建首批
21 门面向人工智能发展和新
工科建设的课程，向全校研究
生和未来具有本研贯通培养资

格的本科生开放，为新工科建设
助力。首批课程吸引了 3319 名
研究生“尝鲜”。

此次重点推出的 21 门面向
新工科的公共课程分为基础类、
计算类、制造类、综合类四大课
程模块。其中既有“应用数学基
础”“近代物理学进展专题讲
座”等基础课程，也有“大数据
分析理论与算法”“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等面向人工智能和先进
制造的前沿课程。此外，还有

“工业标准及标准化基础”“科技
论文排版技术”等综合类课程。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郑刚告诉记者，首批建设的新
工科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更注重
前沿引领和学科交叉，将产业和
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
养的最新要求，以及教师们科研
的最新成果引入教学过程。在教
学方法上更注重方法传授，注重
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引导，以期
帮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增强创
新意识、提升科研能力。“将教
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充分体现创新、交叉和融合，是
这批课程共同的特点，也体现着

新工科的重要特征。”郑刚说。
“ 近 代 物 理 学 进 展 专 题 讲

座”这门课由同一学科不同方向
的 6 名教师共同完成。“现代物
理对于原始创新非常重要。”课
程负责人柯红卫教授介绍，由于
现代物理学内容非常丰富，全面
学习较困难，理学院的 6 名一线
中青年教师将共同打造这门浓缩
的现代物理学课程，力求为工科
研究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融合”二字，在“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这门课中体现得更
加明显，这门课程由机械、自动

化、计算机、精仪等多学院不同
学科背景的 7 位教授联手打造，
将教授们最新的科研成果直接转
化为教学内容。

据悉，面向新工科建设，天
津大学还将进一步在课程改革、
专业及学科建设方面继续探索，
力求根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
工科专业新结构；根据学生志趣
变方法，创新工程教育方式与手
段；根据内外资源创条件，打造
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主动
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
展。

天津大学面向新工科启动研究生课程改革
首批建设21门课程 教师科研成果直通学生课堂

湖南大学设计学院师生和国外设计师到白水洞村考察。 湖南大学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日
前，江西发布 《江西省高中阶段
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全面部署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三 年 （2018—
2020 年） 提升攻坚计划。提出
到 2020 年，全省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不低于 92%，较
好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高中
阶段教育的需求；普通高中与中
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
规模大体相当；学校办学条件明
显改善，满足教育教学和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基本需要；教育质量
明显提升，形成鲜明办学特色，
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记者了解到，江西将推出扩

大教育资源供给、完善经费投入
机制等措施，全面加快高中阶段
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安排包
括：制定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
大校额专项规划，确保 2020 年
普通高中学校消除 66 人以上超
大班额、56 人以上大班额比例
控制在 5%以内，大校额比例控
制在3%以内，从2018年起新建
普通高中规模不得超过4000人。

江西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
为各级地方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教育脱贫攻坚的重
要任务，省市县层层签订责任状，
压实任务和责任，确保全省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目标如期实现。

江西开展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
2020年全省高中毛入学率不低于92%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近
日，福州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等
5 部门出台 《福州市中小学课后
服务工作实施意见》，提出公办
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经费列入
市、县 （市、区） 教育年度财政
预算，福州市属公办初中、小学
按生均专项经费每生每年200元
予以拨补，各县 （市、区） 可自
行制定补助标准，人员经费原则
上按每 30 名学生配一名教师、
每 90 名学生加配一名教辅人员

（教师） 标准进行补助。
福州规定，课后服务内容主

要是通过组织学生自主阅读、完
成作业、个别辅导，开展体育、

艺术、美育、科普、拓展训练、
社团及兴趣小组等多形式活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发展，
禁止变相集体补课、上课。

福州明确，各地可建立激励
机制，鼓励学校教职工、离退休
教师，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志愿
者、家长委员会参与课后服务工
作。对完成规定教学和管理任务
后额外承担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
教职工按服务时长发放劳务费

（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劳务费
课时标准参照现行市属学校临时
顶岗教师代课金标准执行，按月
发放，以保证课后服务工作长期
有序开展。

福州公办校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
参照顶岗教师代课金标准发放劳务费

本报讯 （记者 赵岩） 近
日，山西省举办学习贯彻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宣讲培训活动，副省长张
复明出席并作专题宣讲报告。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山西
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大会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
出，这次全国教育大会，是党中
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历史性会议。山西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建立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
级党委要加强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把教育改革发展摆上重要
位置，加强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

的良好氛围。要在已有工作基础
上，解决好影响山西教育健康发
展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
提出针对性举措。

张复明在宣讲报告中指出，
全国教育大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
作的高度重视，凸显了教育在党
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
全局性地位，对我国教育事业发
展具有历史性、划时代的里程碑
意义。他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
精神上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加强思想理论武装；要明确教育
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努力谱写新
时代山西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确保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在山西落实落地。

山西创新工作方法确保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落地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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