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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笔笔笔谈谈谈司局长司局长司局长

年终系列述评⑥20192019教育回眸教育回眸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系统的
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教育科学
研究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
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在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之
际，《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
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正式
印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专
门就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由教育
部印发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
是教育部党组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
动，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育科
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发展方
向、职能定位、重点任务、运
行机制和组织保障。我们要深

刻理解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紧密结合教育科学研
究工作实际，健全完善各项制
度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加强新时代
教育科学研究的治理效能。

第一，牢牢把握新时代教
育科研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根本制度。教育科研工作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旗
帜鲜明讲政治是应有之义、应
尽之责。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教育科研必须坚持正确
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
导教育科研工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扎根中国大地，牢牢把握
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第二，健全教育科研机构体
系。紧紧围绕新时代教育改革
发展大局，明确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机构、教育科研专门机构、高
校、中小学、教育学术团体、社会
教育研究机构等6支队伍的职责
定位，充分发挥我国制度的组织
规划优势，强化各级规划领导小
组对教育科研工作的统筹规划
和管理指导作用，支持教育科研

专门机构提高服务决策能力和
指导实践水平，引导高校优化教
育学及其相关学科规划建设和
人才培养，鼓励中小学积极开展
教育教学实践研究，发挥教育学
术团体平台优势，规范引导社会
教育研究机构开展教育科研工
作，共同构建全面覆盖、立体贯
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教育
科学研究机构体系。

第三，完善教育科研协同
创新机制。树立全国教育科研
系统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各类

教育科研机构特色优势，建立高
效的多方合作机制，围绕中央关
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教育
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全
面提升教育科研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积极搭建全国教育数据
信息平台、全国教育调研平台、
国外教育信息综合平台，完善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管理平台，构建
上下联动、横纵贯通、内外合作
的协同创新体系，全面提升教育
科研战线协同攻关能力。

（下转第二版）

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彰显教育科研新作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崔保师 党委书记 殷长春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
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咬定
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在
今年第六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令。

脱贫进入攻坚期，战鼓声声催人进。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曾遥不可
及的梦想今天离我们如此之近，千百年来困
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画上句号。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党中央交给教育的
重大任务。过去一年，教育系统迎难而上，
将人才、科研、文化优势转化为脱贫“利
器”，补齐贫困地区教育短板，提升教育脱
贫能力，集聚教育脱贫力量，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最后冲刺阶段，书写了新的篇章。

（一）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

本之策。补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
展短板，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夯实脱贫
攻坚根基之所在。

“村里有了小学后更有活泛气儿，孩子
们也不用翻山越岭去上学了。”初冬时节，
平均海拔1500多米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
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太行深山的寒风乍起，
但也挡不住村民心中的喜悦。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是教
育发展的“神经末梢”。办好这两类学校，
不仅在保障农村儿童受教育权中发挥了兜底
教育公平的作用，也是打通“义务教育有保
障”最后一公里的必然要求。

从改善硬件条件入手，今年7月，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切
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将消除城镇
学校大班额、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推进农村
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列为三大重点工作任务。

科学合理布局学校，稳妥处理撤并问题，才能让农村生源“留得
住”。《意见》提出，“两类学校”须达到所在省份基本办学标准，对
于规划保留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要保障基本教育教学需要，防止盲目
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人为造成学生辍学和生源流失。

抓好控辍保学，是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然
而，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
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岛地区仍不同程度存在辍学现象。

2019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有关工
作的通知》《关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子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
出问题的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密集出台，为打好控辍保学攻坚战
保驾护航。

控辍保学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多部门的力量共同解决问
题，是各地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育部确定了374个控辍保学重点
监测县，一县一案制定控辍保学工作方案。教育部门还在学籍系统与
公安部人口信息库、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库比对基础上，建立统一
的控辍保学工作台账，实行动态更新、销号管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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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教育信息化就没有教
育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离
不开教育信息化的引领和支
撑。进入信息社会，教育发展
被深深打上了信息化的烙印，
信息技术不仅在改变当下的教
育，也将重塑未来的教育。内
蒙古抓住教育信息化的本质，
大力推动全区教育信息化工作
向深向实发展，在利用信息化
技术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教育
模式变革、教育体系重构，提
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破解
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办好人民
满意的方面探索了值得借鉴的
经验。

推动教育信息化落地生
根，首先必须完善基础设施，让
教育发展驶入信息化的“高速
公路”。内蒙古高度重视信息
化工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通
过统筹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工
程、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程等一系列教
育重大工程项目，推进“同频互
动课堂”建设等，实现了教育信
息化基础环境根本改善，为发
挥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作用奠定了基础。

推动教育信息化落地生根
必须明确方向、找准重点。信
息化技术与教育深入融合的核

心价值在于变革学习方式、教
学方式、管理方式和教育研究
方式。只有认准这一核心价
值，才能够充分发挥信息化技
术的作用和价值，实现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提升学校办学
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内蒙古
推动教育信息化的着力点，正
在于看准了信息化技术的核心
价值，着力提升学校开展教育
信息化深度融合探索能力，改
变对教育信息化的浅层运用，
切实推动教育理念与模式、教
学内容和方法升级换代。

推动教育信息化落地生根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教育

信息化、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人
才培养、服务学生成长。内蒙
古深化信息化技术应用，破解
了教育管理难题，提升了管理
效能和教育治理水平，为把教
师从繁杂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
来，集中精力关注教育教学、
关注学生成长创造了条件。而
推进信息化平台与信息化应用
模式在学校层面的具体运用，
也在丰富学生学习资源、提升
学生信息素养、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助力因材施教、个性化
学习等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发挥
了关键作用。

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深度变革
本报评论员

构建学校自己的教学资源
平台，为教师课堂教学改革提
供保障；原本需要抱着三大摞
卷子批改一周的试卷，通过网
络阅卷系统两小时之内连成绩
分析都能全部完成……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第五中学，教师们越来越多地
尝到了运用信息技术的甜
头。“通过信息化技术解决了
一些教学管理难题，把人从繁
杂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也有更多精力真正关注到
老师和学生的发展上来。”该
校校长李君龙说。

这不是个案。如今，信息
技术在内蒙古各地各校已得到
广泛应用，为教育改革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对构建良好教育
生态的促进作用愈加显见。今
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厅长
突破项目”，教育信息化工作的
推进力度前所未有——深化应
用、创新机制，大力推动全区教
育信息化工作向深向实发展。

“内蒙古在推进教育现代
化进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
教育信息化就没有教育现代
化。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
既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
择，也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
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紧
迫任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侯元说。

加大投入、统筹
优化，厚植教育信息
化土壤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
工作，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
入，统筹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工
程、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等一系列
教育重大工程项目，教育信息
化基础环境明显改善。

在呼伦贝尔市，中小学
（含教学点） 互联网接入率、
校园网建网率、普通教室多媒
体配备率、同频互动教室覆盖
率均达到 100%；在阿拉善
盟，2015—2016 年，全盟投
入1300万元建成42间高标准

同频互动教室，实现了各级各
类中小学校同频互动教室全覆
盖；在赤峰市，通过创新智慧
教育云平台建设和应用模式，
实现市“智慧教育云平台”三
级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资源
总量达7258G……

截至 2019 年底，全区中
小学（含教学点）全部接入互
联网，其中91.55%的学校接入
带宽在100M以上，93%的中
小学建成校园网，普通教室多
媒体教学设备配备率达到
98%。信息化教学应用覆盖全
区所有中小学和 94%的教学
点。

“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就
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不断变
革教育的过程。在内蒙古，信
息化已经逐步成为变革教育体
系、提升教育品质的内生变
量。”侯元说。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牧区教
学质量，解决农村教师结构性
短缺、教学水平不高问题，内
蒙古从2015年开始在全区试
点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建
设，在城镇优质学校设主讲教
室，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设接
收教室，利用互动平台、录播
系统和网络将主讲和接收教室

互联，采取“一对一”或“一
对二”的方式，在城镇优质学
校和乡村薄弱学校间开展远程
同频互动教学和教研，师师、
师生、生生间实时互动交流，
课堂教学实况同步传送到资源
平台上，供师生在线学习。

2017年底，自治区又投入
2.5亿元专项资金，在全区中小
学实施“同频互动课堂”建设
项目。截至目前，全区有2341
所中小学 （含教学点） 建成

“同频互动课堂”系统，占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近80%，
覆盖全区所有旗县（市、区）。

此外，内蒙古以购买服务
方式建成自治区教育云平台，
汇聚优质蒙汉文数字教育资
源，向上接入国家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体系，向下与盟市或区
域平台互通，共享区域特色资
源。平台现有资源总数110万
件，自治区“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课程5万多节。

通过一系列举措，内蒙古
各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得到根

本改善，为进一步深化应用，真
正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改
革的推进作用奠定了基础。

以点带面、深化
应用，涵养融合创新
泉流

网络畅通了，平台建好
了，但“高速路上没有多少
车”，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推进
尚不能说落到实处。

（下转第三版）

中小学教学点全部接入互联网 推进“同频互动课堂”常态化应用

内蒙古：信息技术构建教育新生态
本报记者 黄鹏举 郝文婷

落实落实落实 落实落实落实 再再再落落落实实实
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

特别报道

日前，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镇平安学区中心校五年级学生在上编程课。 学校供图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近
日，山东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山东省
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条
件指导标准》，在基层中小学增
设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在
乡镇及以下公办中小学、公办幼
儿园中从事教学工作、在职在岗
领取乡镇人员工作补贴的一线教
师可以参评。这一指导标准将于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
职称评审条件指导标准中所指基
层中小学，是指乡镇及以下公办
中小学（含公办幼儿园），基层
中小学教师一般是指在基层中小
学从事教学工作，在职在岗领取
乡镇人员工作补贴的一线教师。
山东在基层中小学增设基层中小
学教师高级职称，名称为基层中
小学高级教师、基层中小学正高
级教师。

山东要求，参评基层中小学
教师高级职称，要在教育教学一
线任教，达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审定的学校每周最低课时量要
求，能够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
和义务。班主任工作量按教师标
准课时量的一半计入，走教、任
教多学科教师课时量应予以适当
照顾。

在业绩能力水平方面，山东
要求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要教
书育人业绩卓著，教学业务精
湛，教研能力突出，示范引领作
用显著。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也
要教书育人业绩显著，教学业务
精通，教研能力较强，示范引领
作用明显。此外，山东规定，各
设区市可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
市具体评价标准。对不具备规定
学历、资历，但长期扎根农村学
校，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各设
区市可制定相应破格条件。

山东增设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
乡镇及以下中小学一线教师可以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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