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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女儿裴孔娟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林红梅的心愿终于
了了。她把通知书拿到村里人
最多的地方给大家展示，在水
家村这个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小
村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

但林红梅心里还是有点儿
没底。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
丈夫外出打零工，学费和生活
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与通知
书一同寄来的生源地助学贷款
宣传册，真正打消了她的顾
虑。正是拿着 6200 元生源地
助学贷款，裴孔娟得以安心迈
入大学校门。

在甘肃，农村学生多、西部
生源多、少数民族学生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多是各级各类学
校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
下，甘肃省始终把学生资助工
作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最重大
任务和最紧迫工作，全力落实
各项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了‘不
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的庄严承诺。”甘肃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海燕说。

资助体系从学前
覆盖至研究生教育

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

母亲得了肺癌，林红梅上初中的
弟弟和上小学的妹妹不得已辍学
打工补贴家用。因为贫困而辍
学，成为林红梅心里的一道坎。
组建家庭后，她暗自下定决心，
哪怕家里什么都不添，也要供孩
子们上大学。

在裴孔娟的记忆里，母亲对
姐弟三人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
小学时，他们出门上学后，母亲
会自学英语、数学，每晚给他们
一人出一份作业。

2016 年，裴孔娟以高出甘
肃省一本线 70 多分的成绩考入
兰州大学。此后 3 年，裴孔娟连
续 3 次获得国家助学金，大大减
轻了家庭负担。

2014 年，甘肃甘南藏族自
治州桑科镇有了第一所幼儿园。
由于享受了全省在园幼儿免除保
教费、建档立卡家庭幼儿再增加
1000 元补助、中央财政对平均
3300 米以上的高海拔民族自治
州实施的教育“三包”（包吃、
包住、包学） 政策等资助，家住
桑科镇的幼儿才让闹日实现了上
幼儿园全免费。6 岁的才让闹日
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曾祖
父满脸的笑意说明了一切。

裴孔娟和才让闹日的例子，
是甘肃省所有受助学生的缩影。
甘肃在严格落实教育部奖、助、
贷、勤、免、补等各级各类资助

政策的同时，制定出台了系列针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精准扶贫
政策，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学前
覆盖至研究生教育。

近年来，甘肃共免除了全省
86.9 万名学前教育幼儿保教费、
12.3万名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普通高中学生学杂费、4.8 万名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 （专科）
院 校 学 生 学 费 和 书 本 费 。 自
2007 年至今年 6 月底，甘肃共
资助学生 1515.99 万人次，资助
资金达 304.57 亿元，资助人数
规模由 2007 年的 15 万人次增长
至2019年上半年的165万人。

“可以说，资助政策帮助更

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完成了学
业。”王海燕介绍，2018 年，甘肃
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分别达到 92%、96%、94%，比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10.3%、
1.8%、5.2%。

（下转第二版）

完善体系主动服务，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甘肃实现学生精准资助全覆盖
本报记者 王家源

7月12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桑科镇中心双语幼儿园的索南东知正在向妈妈“炫耀”在幼
儿园完成的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 22 日在北京
中关村调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考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引进、发挥作
用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
扎实实开展好主题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推进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强大力
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陈希来到小米科技公司、格灵深瞳信
息技术公司，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产经营
情况，了解企业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
等方面的做法；与专家人才亲切交流，询问
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勉励广大科技人才
勇于创新、潜心攻关、多出成果。

陈希与北京市、中关村有关负责同
志、部分高科技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人才代
表深入座谈。强调主题教育要突出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总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相统一，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与中心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
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陈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人才
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
一资源。要以全球视野深化和推动科技创
新，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
新网络。陈希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中国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合作
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要以更加积极、更
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热忱欢迎更多
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热忱欢迎更多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
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他们来中国创业和发展，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把各方
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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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贵 阳 7 月 22 日 讯
（记者 张东） 2019 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今天上午在贵州
省贵安新区交流周永久会址开
幕。贵州省省长谌贻琴、教育
部副部长田学军、柬埔寨教育
体育青年部国务秘书图维萨
索、老挝教育体育部副部长希
玛拉翁、新加坡教育部兼人力
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缅甸
克耶邦发展和社会事务部部长
昂觉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田学军在致辞中指出，中
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
相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自 1993 年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以来，双方各领域合作
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
跃。去年 11 月，双方发表了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共同规划了光
明的合作前景。

田学军强调，教育交流与
合 作 在 双 方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深化人文交流中发挥着
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过去
一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聚焦创
新发展、内涵发展、共赢发
展、立体发展，在教育交流
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
教育交流周被列入 《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
景》 和 《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
2022）》，成为双方在教育领
域最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合作

平台。双方赴对方国家办学稳
步推进，学生、学者双向流动
势头强劲。在工科大学联盟、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等机制
下，双方高等教育合作不断深
入。中国高校已开齐东盟国家所
有语种专业，东盟国家开设了
7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田学军倡议，双方要推动学
生双向流动提质增效，积极打
造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推
动建立中国—东盟科学技术工

程与数学教育合作联盟，推动
建立中国—东盟慕课合作平台。

开幕式期间，各国代表共同
为 GET 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创业
挑战赛获奖选手颁奖、为“汉
语桥”东盟国家青少年来华夏
令营开营。交流周期间还将举
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
坛、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联盟年会、中国—东盟高校智
能科技教育合作论坛等 10 余项
平行主题活动。

共同开创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的美好未来

2019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7 月，贵州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迎来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老挝等东盟国家以及
俄罗斯、瑞士、乌兹别克斯
坦、德国、蒙古等特邀伙伴国
的800余名海外嘉宾，迎来了
中国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更加稳固、长远的合作
与交流。

正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域
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与
东盟有着天然的联系。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
平主席在东盟国家印度尼西
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并
指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
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
由此形成。

新使命：构建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7 月 22 日上午，优美灵
动的泰国传统舞蹈 《查特里》
与中国民族舞蹈 《锦鸡与天
鹅》，共同拉开了由中国外交
部、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 2019 中国—东盟
教育交流周 （以下简称“交流
周”） 的序幕。“深化务实合
作、共享发展成果”，本届交
流周围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

合作、职业教育合作、学前教育
合作、高校创新创业合作、汉语
国际教育等主题开展深入研讨，
探索中国与东盟以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教育、科技、经
济、文化、经贸、旅游等领域的
密切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
人文相通，是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出
席交流周开幕式并在致辞中指
出，自 1993 年建立战略伙伴合
作关系以来，双方各领域合作实
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教
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
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双方的教育
交流与合作是推动人文交流的中
流砥柱，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最佳

方式。
“教育已经成为泰中合作的

重要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泰国学
生重要的留学目的地。”泰国驻
昆明总领馆总领事妮媞瓦娣·玛
尼绲在华工作期间，见证了两国
教育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她希
望，两国教育合作能够切实助力
泰国 4.0 政策与东部经济走廊建
设等泰国政府发展经济的举措。

当前，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大
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提
升、科技创新的重任之下，教育
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更加凸
显。

新加坡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
政务次长刘燕玲也表示，东盟和
中国双方在旅游、数字经济、电
子商务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实质
合作。（下转第二版）

2019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观察之一

“一带一路”上的教育共商与共赢
本报记者 张东

□2019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特别报道

7 月 22 日，学生在中国—
东盟少儿艺术教育成果展上展
示民族织布技法。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2 日
电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
崭新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央宣传
部 22 日 向 全 社 会 宣 传 发 布
2019 年“最美支边人物”先
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最美支边人
物”，包括叶雄、伍国强、刘云
军、刘铭庭、孙义、李世英、杨冠
淼、陈贤（女）、陈耀平、周远翔、
罗蒙、罗辽复、罗运乾、律庆堂、
段玉平、席世明（已故）、郭贵
方、梁楠郁、傅欣、管延萍（女）
20 名先进个人和湖北文理学
院“格桑花”支教队 1 个集体。
他们中，有的是党政干部，坚守
初心使命，以深化改革发展的
优异成绩服务一方百姓，展现
了公仆本色，赢得了人民信赖；
有的是政法干警，以铁血担当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有的是学
校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为莘莘学子点亮理
想的明灯、照亮前行的道路；有

的 是 医 护 人 员 ，秉 持“ 医 者 仁
心”，救死扶伤、医治病痛，用优
质的服务增进了民族边疆地区
人民的健康福祉⋯⋯他们以实
际行动，增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和
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生动诠
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展
示了广大援藏援疆援青干部和
支边模范人物的良好精神风貌。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
美支边人物”先进事迹的视频
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
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
传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
美支边人物”证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干部群众
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最美支
边人物”为榜样，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积极投身民族
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
面小康的伟大事业，以一流业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
先进事迹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宗河） 中
国教育报刊社主办的“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讲行·高校
行”大型主题活动第 19 站日
前走进南京工业大学。

人民出版社、中国教育报
刊社联合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向南京工业大学师
生代表赠送了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 和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 两套图书。

《中国高等教育》 总编辑唐景
莉、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葛骏向南京工

业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委
统战部副部长周辉赠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刘复兴教授以“新时代党和国家
提出人才培养的新标准对高等教
育的新要求”为题作了主题报
告。他阐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提
出的人才培养新标准的时代背
景、深刻内涵及重要意义，指出
新时代的教育要把立德树人作为
根本任务，围绕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推动实现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健主持会议。

“宣讲行·高校行”
走进南京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