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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啦！”“摘帽啦！”9 月的燕
赵大地，欢呼雀跃声响彻云霄。包括
青龙满族自治县在内的河北省 11 个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出列”，摆脱
了贫困，成为当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盛事。

青龙是秦皇岛市唯一的贫困县，
位于河北东北部，燕山东麓，古长城
脚下，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1987 年，河北省政府和国家教
委在该县开展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2012 年，根据新一轮中央单位
定点扶贫工作要求，青龙县被再次确
定为教育部定点扶贫县。

多年来，教育部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基本方略，打教育扶贫组合
拳，加大对青龙县帮扶力度，助力实
施“以教兴县、以智脱贫”战略，彻
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斩断致贫“穷
根”，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明确责任：完善扶贫领导
工作机制

青龙县贫困人口 12.64 万、贫困
发生率 26.7%。青龙县被确定为国贫

县时的状况，曾让当地县委、县政府
犯难。

青龙县人民的压力就是教育部的
动力。教育部将青龙县定点扶贫工作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特别是
近些年来，更是纳入重要议事工作日
程，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亲自
抓，并协调组织部内 19 个司局单位
和几十所院校参与定点扶贫，完善工
作机制，确保帮扶成效。

结合青龙县实际，教育部充分发
挥教育系统优势，建立四级教育行政
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构建产教融合、
创新“教育+定点扶贫”精准扶贫新
模式，推动贫困乡村幼儿园、小学、
初中办学条件全部达标，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近两年，教育部先后印发定点帮
扶青龙县实施方案，提出了加强组织
领导和干部选派、做好教育精准扶
贫、建立贫困家庭学生教育保障体
系、改善基础教育基本办学条件、促
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等 27 个
方面的工作任务。

2015 年以来，教育部选派 8 名

优秀干部到青龙县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其中一名挂职副县长，协助分管
扶贫工作；先后选派两名驻村“第一
书记”在青龙镇龙潭村工作。

短短几年，教育部拿出一张张成
绩单，提振了青龙县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信心。协调安排资金，改扩建危
旧校舍 109 所，更新 150 所学校教学
设备；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1046 人，
开展农林果技术培训等 2.6 万人次；
开展“农校对接”，帮助农产品进入
高校食堂；134 个贫困村稳定退出，
贫困人口降至 5277 人，贫困发生率
降为1.11%⋯⋯

如今，青龙经济社会和教育面貌
大为改善，人民群众幸福感大幅提升。

2018 年，教育部定点扶贫工作
接受国家精准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第三
方评估，得到“真扶贫、真帮扶、真
脱贫，零漏评、零错退，高满意度、
高认可度”的高度评价。

倾心倾力：夯实脱贫攻坚
教育之基

12 月 18 日，记者来到青龙一

中，校长胡文和指着远处正在轰隆作
业的工地说：“大规模投资的示范性
高中明年秋季将投入使用，学生将享
受到更优质的教学条件。教育部专门
协调国家发改委资金 3000 万元，支
持学校建设。”

近年来，教育部推动青龙县改善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以贫困乡村中
小学为重点，有针对性开展农村学
校校舍改造和“土操场”改造，积
极 协 调 资 金 持 续 改 善 办 学 条 件 。
2015 年以来，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
金会共投入 1450 多万元，其中基建
部分资助改造危旧校舍 13 个、改造

“土操场”29 个；协调省教育厅在
项 目 资 金 安 排 时 优 先 考 虑 青 龙 ，
2015 年以来，河北省统筹中央和地
方财力倾斜安排青龙县教育项目资金
5.85亿元，极大改善了当地农村办学
条件。

“全县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为重点，实施贫困家庭学生从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资助全覆盖，让贫困学
生都能上得起学。”青龙县教育局副
局长姚新柱说。（下转第三版）

以教兴县 以智脱贫
——教育部定点帮扶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脱贫纪实

本报记者 余闯 周洪松

广西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大学90909090周年校庆致谢公告周年校庆致谢公告周年校庆致谢公告周年校庆致谢公告
水润花开，盛世盛典。忻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成立 60 周年大庆，广西大学 90 周年校庆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校
庆以“同庆九秩·逐梦百年”为主题，本着隆重热烈、勤俭务实的
精神，按校庆年、校庆月、校庆周、校庆日的安排，逐步推进，渐

入高潮，体现了“学术校庆”“文化校庆”“民生校庆”的初衷。尤
其是 12 月 8 日隆重举行的庆祝大会和主题晚会，以精妙的创意和浓
郁的特色，获得极大成功，受到上级领导、广大师生校友、社会各
界的高度评价。我们以校庆为契机，致力于总结历史、继往开来，
点燃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爱校、荣校、兴校的情怀，办成了平时
甚至长期想办而未能办成的许多事情，全校面貌焕然一新，圆满实
现“得国奖、添平台、聚英才、美校园”为标志的我校“三步走”
思路的第一步发展目标，对推动学校长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校庆活动的成功举办，得益于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各级各界
的支持。特别是把校庆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大庆活动重
要安排，给全校师生和校友巨大鼓舞。校庆筹备以来，各地校友与
在校师生积极互动，以各种方式献计出力，许多企业和慈善家慷慨
捐资助学；地方各级领导、兄弟院校、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大力相助，或亲临学校参加校庆活动，或发来贺信、视频，充分体
现了对广西大学的真切关怀和深情厚谊。在此，我们满怀感恩之
情，对所有关心我校校庆和支持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谢意！

90 周年是广西大学建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把同庆九秩的

满腔热情转化为逐梦百年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新西大的新
篇章。

校庆期间，群贤毕至，宾朋云集，学校接待服务工作中的不周
不当之处，敬请海涵。

特此致谢，并祝2019新年吉祥！

··公告公告··

本报北京 12 月 27 日讯 （记者 王强） 由中国教
育报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18 年全国十
大教育新闻”评选今天揭晓，“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
大会 习近平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10件新闻入选2018年全国十
大教育新闻。

2018 年，全国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这一年，党中央召开新时代
首次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和学前教育深化改革
规范发展若干意见。这一年，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国家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
镇寄宿制学校建设，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发布，学位授权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2018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分别是：
一、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 习近平强调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习近平考察北京大学 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
三、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共同呵护好孩子的

眼睛
四、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意见 努力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若干意见 提出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六、我国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发布 高

水平本科教育建设提速
七、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八、20所高校获准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学位授权

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九、国家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

学校建设 为乡村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十、小学教师李芳以身挡车救学生献出宝贵生命

被追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相关报道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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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减贫 655 户、1729 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0.82%。”这是一组
河北省威县脱贫攻坚工作的年度数
据。近日喜讯传来：经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同意，河北省人民政府正
式批准，威县退出国家级贫困县行列！

自实施定点帮扶威县以来，教育
部党组始终将扶贫工作作为党中央、
国务院交给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放
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不断
加大帮扶力度，创新帮扶方法，充分
发挥脱贫干部作用，全力破解脱贫难
题，取得显著成效。

兜住底线：整合资源加大
资助力度，避免因贫失学

“以落实学生资助为重点，兼顾
贫困村师资力量配备、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职业教育提升等领域的教育扶
贫全方位覆盖，为助力全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在教育部选
派的驻县干部张磊看来，落实贫困生
资助和夯实农村校基础设施建设是实
施教育扶贫保底线的重要举措。

为摸清贫困学生底数，威县成立
16 个工作组，通过“三下三上两沟

通”的程序，逐村、逐户、逐生进行
摸排登记，为精准资助建立工作台
账。同时，县教育局相继出台 《关于
推进教育脱贫行动的实施方案》 等
12 项文件，实现贫困家庭学生从学
前到就业全过程、全学段的资助“全
覆盖”和资金安全使用的制度保障。

据介绍，仅 2018 年的政策内资
助，威县就发放资助补助金近 2000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3.2 万人次。其
中，各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受
助 3499 人，资助金额 289 万余元。
自 2017 年 9 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惠及全县
200所学校的5.4万余名学生，共落实
营养餐专项资金 4670 万元。所有这
些，确保了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是威县扶贫
攻坚“兜底线”的另一重要举措。

走进枣园乡潘店中心小学新落成
的教学楼，只见该校 22 个教学班里
均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施，一楼教师
备课室人人一台电脑一体机。

“学校原先都是小平房，县里投资
155 万元建设新教学楼，今年 7 月正
式启用。我们现在的办学条件，可真

正是‘鸟枪换炮’了。”校长张国兴说。
“2016 年，教育部协调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会帮扶资金 760 万元，2017
年 560 万元；协调润雨计划项目共投
资 1320 万元，改善了 35 所学校办学
条件；2018 年，又协调中国教育发展
基金会，为威县安排项目资金750万
元，建设威县七一教育基地。目前该
工程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县教育
局主抓财务的副局长宋银奎说起近年
来的教育资金投入如数家珍。

近年来，威县还争取“全面改薄”
等项目资金1.02亿元，其中投资9000
余万元实施了郭固小学教学楼、张庄
中学田径场等 13 个建设项目及七里
新城实验学校、安陵社区实验学校等
5 个续建工程，投资 1200 余万元为全
县60所中小学校配备了教学装备。

“在教育部帮扶下，不断加大资助
力度、改善办学条件，实现贫困学生‘两

不愁一保障’，可以说我们已经‘兜住了
底儿’。”威县教育局局长尹文生说。

产业助推：联姻高校发挥
科研优势，带动富民强县

“嫂子，今天厂里忙不忙，我们去
看看生产情况。”“没问题，你们来吧。”

因为河北飞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经理刘光华出门洽谈业务没在家，教
育部驻村干部、魏家寨村第一书记张
晓彬给刘经理的爱人打电话。一年多
驻村帮扶，张晓彬已是满口威县口音。

飞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位于魏家
寨村北头，还没到厂区大门口，就远远
看到并排悬挂的几个金字招牌格外醒
目：“河北地质大学实习实训基地”“天
津大学技术开发帮扶企业”“河北科技
大学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河北师范
大学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

（下转第三版）

斩断穷根 富民强县
——教育部定点帮扶河北省威县脱贫纪实

本报记者 周洪松 余闯

教育脱贫攻坚教育脱贫攻坚进行时进行时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走进阿尔山走进阿尔山宣讲行宣讲行宣讲行···送教行送教行送教行

本报阿尔山 12 月 27 日讯 （记
者 易鑫 郝文婷 徐越） 12 月 26
日至 28 日，中国教育报刊社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
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
市，为大兴安岭山区的教师和教育管
理者送去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阿尔山市地处内蒙古东部，横跨
大兴安岭西南山麓，每年有长达半年
以上的雪期，属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4 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
的严寒来到阿尔山，顶风踏雪慰问在
边防线上巡逻执勤的官兵，走访看望
困难林业职工，叮嘱当地要加快棚户

区改造，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根据当地教育发展情况和校长、教

师的实际需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
清作了题为 《含苞待放，生机盎然》 的
主题报告；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语文
教学主任刘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数学教学主任石秀荣、北京市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小学英语教研员闫赤兵先后
走进教室上示范公开课，并依次作了题
为 《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设计与思考》

《聚焦素养，让学习真正发生》《对小学
英语绘本阅读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的专
题辅导报告，阿尔山市近 2/3 的中小学
校长、教师现场聆听了报告。

（下转第三版）
相关报道见三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
走进内蒙古阿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