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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中原，脱贫攻坚的脚步正
急促有力。

2013 年至 2017 年，河南实现
577.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5514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贫困发生
率 由 2012 年 底 的 9.28% 降 低 到
2017年底的2.57%。

然而，由于贫困人口基数大、分
布广，河南仍然是全国脱贫攻坚任
务 较 重 的 省 份 之 一 。 全 省 还 有
3723 个贫困村、221.4 万农村贫困
人口，贫困人口总量居全国第4位。

面对到 2020 年实现全省总体
脱贫的目标，河南职教人卷起了裤
腿，挽起了袖子——

夯实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让当
地学校挺起腰杆子，成为搬不走的
专家库。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尽心尽
力，创新技能培训模式，让贫困户
学到本领，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着眼县域发展，围绕贫困地区
产业办职教，让职教成为产业发展
的力量倍增器。

职教扶贫的“造血”功能，正
涌动“河南模式”。

夯实家底，把脱贫干得漂亮

10 年未决的编制一夕解决，

让张献领解开了心结。
2008 年，张献领来到商丘市

夏邑县孔祖中等专业学校任教，由
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未能入编。接
下来的几年，还有 13 名同事和他
有着同样的遭遇。

2017 年教师节，夏邑县副县
长聂丽来校慰问，得知此事后惊讶
不已：“历史的欠账要尽快解决，
尊师重教要落在实处。”此后，县
委特意在常委会上研究解决此事。

在当地干部看来，通过县委常
委会解决教师编制问题，足以说明

“县里对职业教育的看重”。
夏邑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人

口众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脱
贫攻坚，发展职业教育和健全职教
体系成为夏邑县的必然选择。”聂
丽说，“孔祖中专是国家级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如果连它的办学都磕
磕绊绊，我们没法说服老百姓。”

这个“磕磕绊绊”包括编制、
招生等诸多问题。2016 年，孔祖
中专搬入500亩的新校区，招生人
数却只有700人，冷冷清清的校园
让全校教职工心灰意冷。

为此，夏邑县想方设法解决职
业教育面临的困难。该县为几所中
专购置农机、汽车等实训设备 100

多台，新建实训车间、教学楼 2 万
多平方米。2018 年上半年，为保
障学校专业建设的顺利进行，县财
政还按时拨付孔祖中专各类省级建
设项目配套资金150万元。

多措并举下，2017 年孔祖中
专招生突破 1500 人，2018 年招生
突破 2000 人，在校生达 4260 人，
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均达到 10
年来最高水平。

夏邑县大力扶持职业教育的背
后，是河南省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
育的决心。

2018 年，河南省计划实现 33
个贫困县、2635 个贫困村、11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019 年，
河南要实现14个贫困县摘帽。“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快发展贫
困地区职业教育，是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有力抓手。”河
南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说。

据统计，2016 年以来，河南
省各级财政累计向贫困县职业学校
投入 10.64 亿元。2017 年至 2018
年，河南又实施贫困县中等职业学
校“兼职教师特聘岗计划”，投入
资金 2400 万元 ，资助学校聘请
800 名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
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同时累计培训

贫困县中职学校教师 4000 余人
次。几年来，河南贫困地区职业学
校办学实力有了明显增强，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作用显著。

转移就业，职教精准发力

曾经，操着河南口音的农民工
背井离乡奔赴长三角、珠三角打
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如今，在
省内就业的河南农民工已超六成，
且在不断增长。

如何让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拥
有一技之长？如何让贫困户在这一
趋势中受益？

河南把目光对准了农民工职业
技能培训。2017 年，全省培训农
民工 210 多万人，135.8 万名贫困
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101.1 万人，
其中43.4万人通过就业脱贫。

这一过程，职业教育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信阳市平桥区，有一个远近
闻名的公共实训基地。该基地投资
8 亿元，规划 1156 亩，建设面积
达 40 万平方米，是平桥区近年来
发展职业教育的“大手笔”。

该区以职教局为纽带，以实训
基地为载体，政府、企业、学校拧

成了一股绳，让更多劳动力接受职
业教育，引导对口就业。公共实训
基地目前已吸引航空服务、纺织服
装、机电维修等 27 个培训科目的
21 家职业学校、培训机构和企业
入驻，每年培训1.5万多人次。

除了集中培训，河南还大力开
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使
技能培训真正贴近百姓需求，办在
百姓的心坎里。

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的贫困户
何源清就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罗
山县以县中等职业学校为依托，盘
活职业教育资源，建立培训师资专
家库，吸纳各领域职教教师和“土专
家”等行家里手作为专家库成员，涉
及大棚蔬菜、茶叶种植、水产养殖、
苗圃花卉、家政服务、香菇生产等几
十个项目。群众“点菜”后，相关专
家就动身前往，开展培训。

何源清早先养过几头猪，因为
不懂技术，亏了本，从此再没敢打
起养猪的主意。拿到培训菜单后，
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选了畜牧养
殖，几天过后，村干部就通知跟他
一起选了这门课的村民们去听课。
如今，他打算再次尝试。“我加了
专家的微信，不懂随时可以问。”
何源清说。 （下转第二版）

助力脱贫攻坚 服务乡村振兴

打造职教扶贫的“河南模式”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新春走基层

2月4日除夕之夜，天津师范
大学消防监控值班室里，55 岁的
匡玉发和同事们把提前准备好的
饭菜用微波炉热上，再拌了一盘
凉菜，简单的几个碗碟拼凑出他
们的年夜饭。

年夜饭虽简单，但老匡的心
里却热乎乎的，因为在北京读博
的女儿当天特地从学校赶来陪他
过年。

“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多年。今
年她听说过年期间我要在学校里
值班，就非要过来陪我，等陪我
过完了年，正月初三她再回老
家。”谈起懂事的女儿，老匡感到
特别幸福和满足。

刚吃完年夜饭，消防监控突
然响了，学校图书馆四层的一个
楼梯间报警疑似火情。匡玉发二
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跑出去冲进

了图书馆，最后经过排查发现是
误报。“有时候灰尘、风都会引起
误报，但只要有报警，我们就必
须到现场查看。虽然绝大部分是
误报，但一刻也不能松懈，这是
我们的工作。”老匡说。

回到值班室，正赶上学校党
委书记来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
作人员，老匡向领导汇报了情
况，女儿小匡在一旁听着，她为
父亲感到自豪。

入夜了，安静的值班室里只
有键盘的敲击声，即将博三的小
匡正在准备一篇重要的论文，她
计划下学期参加学校的出国交流
学习。老匡坐在女儿身旁，安静
地看着她在电脑屏幕上敲击出许
多他不懂的数据和文字，“跟女儿
也没太多的话说，但能这样待在
一起，心里就特别踏实”。

值班室里的团圆年
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魏晋雪

近日，一条喜讯传来，让正
享受寒假生活的湖北省十堰市郧
阳区白浪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
岳垚兴奋不已。“郧阳区从今年 1
月起为全区教师兑现交通补贴、
物业补贴和第13个月奖金增资部
分，现在发到手里的工资，再加
上绩效工资、乡镇工作津贴和生
活补贴，这个年过得着实有滋
味！”岳垚说。

2012 年大学毕业后，岳垚先
后成为湖北随岳高速淮河所收费
员、湖北大运汽车有限公司综合
管理干部。两年后，岳垚辞去高
薪职位，来到十堰市郧阳区白浪
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成为一名乡村
教师。“当初选择报考教师，主要是
考虑教师工作稳定、教学环境单
纯。”谈到从教的初衷，岳垚说。

来到学校后，岳垚住上了一
室一厅的教师周转房；上班不用
东奔西跑，水电费不贵；学校食

堂的饭菜便宜又好吃，生活成本
非常低。“乡村的环境也比往年好
多了，空气清新，水也干净，十
分养人。”岳垚说，“刚来学校
时，我还是黑黑瘦瘦的，这几年
反而变白了，气色也好了很多。”

非但如此，乡村教师的前景
也愈加光明。十堰市教育局每年
会开展各种培训，尤其是“国
培”送教下乡，对上岗不久的教
师帮助很大，也让郧阳区的教研
氛围日渐浓厚。

曾经，还有人问岳垚：“如果
当初留在原来的公司上班，工资
待遇可能更高，你后悔不？”

“选择乡村教师，我一点也不
后悔！”岳垚坚定地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
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待遇。省里
前段时间出台了系列政策，市里、
区里也都在为此努力。我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教师。”

“选择乡村教师，不后悔”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王奎 毛军刚

本报讯 （记者 李配亮） 近日，云南省教育厅、
省委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云南省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对在近视防控中所涉及的家
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和政府有关部门5个
方面主体的具体责任、应采取的措施办法进行了细化
和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近 年 来 ， 学 生 近 视 呈 现 高 发 、 低 龄 化 趋 势 。
2018 年底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幼儿园 6 岁
儿童近视率为 14.8%，小学生近视率为 31.4%，初中
生近视率为64.8%，高中生近视率为76.2%。

云南提出，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省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
点以上，近视高发州市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到
2030 年，实现全省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
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 岁儿童近视率控
制在 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以下，初中
生近视率下降到 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
降到70%以下。

云南要求，到 2020 年，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
达标率达到 100%；到 2023 年，全省中小学课桌椅
配备卫生标准达标率达 100%；至 2020 年，确保每
所学校至少要配备一名校医或保健教师；保证每所学
校至少有一名能胜任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的骨干人
员。从今年开始，每年将选择2—3个州（市）开展儿童
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试点工作，在全省中小学每年选
树200所近视综合防控试点学校。从2019年开始，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将对学校、托幼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
以“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检、记录并公布。省教育厅每
年对校外培训机构教室采光照明情况开展全覆盖专项
检查，将达标情况纳入培训机构的资质年检内容。

云南八部门联手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青岛试点
综合高中办学模式
本报青岛 2 月 11 日讯 （记者 孙军）《青岛市综

合高中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今天公布。从今年秋季新
学期起，青岛将试点综合高中办学模式，这是该市普
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融合”的一项新举措。

《方案》 明确，“综合高中”是指与普通高中、职业
高中并行的高中阶段教育，是一种与高等教育衔接，基
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通，给学生以更多选择机会的
新的办学模式，其特色是“中门槛、重素质、多出路”。
综合高中学生在学籍上实行“单一注册，双重管理”，高
一年级统一注册普通高中学籍。原则上在高一结束
时，结合相关测试结果，由学生自主重新选择职业教育
或普通教育，在校内或校际自主分流；学生完成山东省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相关学习内容，修满 144 学
分，综合素质评价合格，学业考试合格，发给普通高中
毕业证书。转入职业教育的学生，职业学校承认其普
通高中学籍时所学相应课程、合格成绩及学分，在此基
础上学生应补充修满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规定的其他课
程且成绩合格，获得修满相应学分，思想品德评价合
格，实习鉴定合格，发给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

青岛首批试点的青岛市理工高级中学 （青岛高新
职业学校）、青岛艺术学校、青岛商务学校共 3 所综
合高中学校，将分别与青岛二中、青岛十七中、青岛
一中等普通高中合作办学，共享教育教学资源，
2019年秋季招生分别为200人、200人和100人。

该市明确，综合高中学生毕业后有多种选择，可
参加山东省夏季和春季高考、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
试、国际交流，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实现多元发
展、多样成才。

2 月 5 日，内地西藏班教师抛撒糌粑祝学生们
“扎西德勒”。当日是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辽宁省辽
阳市第一中学西藏班的 500 多名学生沉浸在浓浓的节
日氛围中，在第二故乡红红火火过大年。

曹精义 摄

第二故乡过新年

【中教评论】

教师越受尊重 教育越有希望
➡ 详见第二版➡➡

“这里硬件设施不错，老师很
好 ， 跟 前 些 年 相 比 有 了 很 大 提
升，孩子回柴沟中学读书非常划
算。”寒假里，说起儿子邱海洋

“二次择校”的事，家长邱法东感
到这个决定很明智。

自 2017 年以来，山东省高密
市柴沟初级中学面向教师、学生、
家长开展赏识教育，通过主题会
议、特色活动等方式，发现每个成
员身上的闪光点，营造团结一心、
砥砺奋进的校园文化，带动学校教
学管理各方面工作开展。近半年，
有十几名择校的学生“回流”。

1月30日，记者随校长仪名强
来到柴沟中学。“赏识长廊”里图文
并茂，记录着优秀学生、优秀教师、
感动校园人物、优秀校友的风采。

教学楼里，走廊的墙上张贴着阳光
少年、学科之星的照片，还有专门
区域展示学生的手抄报。

记者拿到一本前不久印成的
《柴沟中学光荣册》，其中记录了教
师、学生、家长所获的荣誉，以及平
时得到的表扬、鼓励。七（4）班两
名学生晚上放学主动关走廊电源
开关和窗户，八（7）班 9 名学生主
动捡拾垃圾，11 名家长志愿者主
动参与学校管理表现优秀⋯⋯所
有表扬具体到人，细化到具体事。

仪名强说，“赏识”贯穿于学
校日常管理和教学每个环节，成
为一种校园文化。每名教师有一
定数量的“赏识卡”，发给在各方
面表现出色的学生，得卡情况纳
入学生综合考核评价。学校利用

工作例会、微信群、班会、开学
典礼等途径，充分传播赏识理念。

近两年，柴沟中学办学内涵
不断增强。2018 年高密市教学成
果奖初中有 6 个教学管理创新奖
一等奖，柴沟中学是唯一获奖农
村学校。周边老百姓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教学管理上去了，农村学校
也成了“香饽饽”。初二学生邱海
洋家在柴北村，初一曾到离家几
十公里的峡山求学，去年 11 月转
回柴沟中学，期末考试成绩在班
里名列前茅。邱法东说：“孩子回
柴沟中学，不仅少了一个小时的
车程、每年节省一万多元费用，
而且接受的教育不比外面差，我
们对孩子的未来更有盼头。”

十几名学生“回流”农村校
本报记者 董少校

▲春节期间，青岛“2019 民俗嘉年华”举行皮影
戏互动体验，邀请市民和观众参与互动同台表演。

◀2 月 6 日，小朋友在郑州博物馆体验制作木版年
画。 新华社发

体验民俗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