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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

发挥专业学科优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洛阳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104年
历史的师范院校，在百年办学历程
中，始终坚持以服务引领基础教育、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学校勇担使命，发挥
优势，长期在河南栾川、洛宁、汝
州、新安及新疆等地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努力在帮扶的思路、机制、举措
上进行积极探索，建立起可推广、可
持续的帮扶模式，以扎实的工作、务
实的作风、优异的成绩，彰显着大学
的责任担当。

“多年来，学校坚决贯彻落实国家
和河南省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专业
学科优势，多点多渠道发力，积极构
建教育、推普、科技、艺术、文旅、
驻村‘六位一体’的高校精准扶贫模
式，用真情和智慧奋力书写了助力脱
贫攻坚的‘洛师样本’。”洛阳师范学
院校长梁留科介绍道。

教育扶贫：
为基础教育输血造血

2019年9月10日，庆祝教师节暨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洛阳
师范学院2016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本
科一班学生王予川，作为河南省公费
师范生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此次大
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王予川是洛阳师范学院打造“洛
阳模式”、培养小学全科教师的受益
者，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自2016年
以来，针对洛阳市农村学校师资短
缺、优质教育资源紧张的现状，洛阳
师范学院与洛阳市政府部门合作，实
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以单独招生的形式，按照“自愿
报名、择优录取、定向培养、公费教
育、定向服务”的原则，每年为河南
省乡村偏远地区小学培养400余名全
科教师，以解决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
瓶颈问题。在2016年河南省农村全科
教师培养工作年会上，省教育部门用

“洛阳模式”概括了洛阳师范学院的经
验，并在全省推广。如今，“洛阳模
式”已经成为河南农村教师优质教育
资源的有效补充。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党中央
交给教育的重大任务。在助力脱贫攻
坚的大道上，洛阳师范学院这所百年
老校用真心办实事，发挥师范教育优
势和作用，在教育帮扶上下功夫、使
实劲。多年来，学校通过选派优秀大
学生实习支教、顶岗支教、暑期阳光
支教、送教下乡，开展教师教育专项
培训系列项目等，提升贫困地区整体
教育教学水平。从2010年开始，承担
语文、数学、外语、学前教育等12个
学科学段的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构建
乡村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模式，
培训学员已达数万人，深受各界好评。

洛阳师范学院还主动把工作的触
角延伸到边疆。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教

育援疆的高校之一，学校坚持主动援
疆、持续援疆、全面援疆、精准援
疆，积极为新疆教育输血造血，从
2005年派出首批教育援疆队伍以来，
至今从未间断。15年来，学校根据当
地教育部门和受援学校需求，共派出
了17批74位教师、1283名学生参与
教育援疆，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
语、美术、体育、音乐、学前教育等
14个专业。教育援疆也由最初单一的
支教模式，丰富拓展为今天的集支
教、培训、文化、人才为一体的全面
援疆模式。援疆对象涉及幼儿园、小
学、中学、高中、中职等90余所学
校，地域覆盖哈密市直单位、区直单
位、县直单位及乡镇，远至淖毛湖农
场，受益新疆学子31万人，培训教师
和其他管理人才600余人。学校探索
打造的一个目标、双轮驱动、三个统
一、四位一体的“1234教育援疆”模
式，已经成为学校一张亮丽的名片。
学校连续两次荣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示范单位称号。

同时，洛阳师范学院还源源不断
地为新疆输送优秀人才，极大推动了
当地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学校
2015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马帅，
2018年秋季学期在哈密市巴里坤县干
渠村小学支教，毕业后又重回巴里坤
任教，同时还动员同班的两名同学曹
让培、程顺丰留在巴里坤任教。2016
届舞蹈系毕业生崔璟浩，毕业后先是
在他曾经支教的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
镇中心幼儿园当外聘教师，后来又自
主创业，成立了易舞社艺术培训中
心，在当地推广艺术教育，深受欢
迎。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洛阳师
范学院共有214名毕业生在新疆就业
创业，他们像芨芨草一样深扎大地，
奋斗在各行各业，为新疆的建设发展
贡献力量。

推普脱贫：
贡献语言文字之力

2020年 5月 3日，由洛阳师范学
院对口承担的新疆墨玉县教师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培训举行

“云”开班仪式。此次培训，旨在落实
国家教育部门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的
总体部署，由国家教育部门语言文字
应用管理机构组织国家语言文字推广
基地中的50所高校，对口承担全国52
个“未摘帽”贫困县的教师开展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培训工
作。按照工作安排，作为河南省仅有
的入选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高
校，洛阳师范学院对接新疆和田地区
墨玉县100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开
展培训。

据洛阳师范学院培训班教学团队
负责人、国家级别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赵江老师介绍，为完成此次培训任
务，学校高度重视，提前进行了细致
谋划，制定了“培训菜单”，派出了

“精兵强将”，组建了由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作为授课主讲教师的培训团队，
主讲教师均来自教学一线，具有相关
专业背景和教学能力，有着丰富的教
学经验。

据了解，本次培训将为每位参训
学员提供不少于60学时的学习内容，
力争通过集中讲授、个别辅导、实践
练习、水平测试等手段，让学员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认知、普通话水平、
语言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教育教学口
语等方面得以提升发展。

洛阳师范学院在语言文字的研究
和推广方面起步较早、底蕴深厚、特
色鲜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洛文化资
源优势，成立有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
中心、河南省“一带一路”语言文化
研究中心、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汉源
语文研究所等平台，加强中华经典研
究阐释、教育传承及创新传播等研
究，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
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学校先后两
次被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
体”，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别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校”，2010年被国家
教育部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机构确定
为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
点工作高校之一。近年来，洛阳师范
学院坚持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以“推普”下
乡、送经典下基层等活动为载体，将
语言文字工作从校园向社会延伸、向
脱贫攻坚一线辐射，定期组织师生赴
三门峡卢氏县、孟津县与校地结对帮
扶地栾川县和驻村帮扶点杨树底村，
通过发放推普文化衫、诵读《中华经
典诗文朗诵读本》等活动，宣传语言
文字工作。学校“益起推普”爱心实
践队，连续两年入围“推普脱贫攻
坚”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
动。先后举办7期维吾尔族教师汉语
水平、少数民族特岗教师培训班，培
训学员 530 余人，在新疆哈密建立

“援疆书屋”，设立“书法工作室”，开
展系列推普活动，提高了少数民族师
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促
进了各民族群众的交流交往交融，增
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科技扶贫：
走出“象牙塔”科研“接地气”

201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洛阳师
范学院水产研究志愿服务团队成员、
水产养殖技术专家张耀武，接到栾川
县龙王幢村一位大鲵养殖户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他，自己养
殖的两万余尾幼鲵，有部分浮在水面
不进食，个别出现死亡现象。张耀武
通过电话无法做出精准诊断，便连夜
开车，驰骋150公里赶到养殖户养鱼
车间。经现场勘察，发现是养殖户担
心水温低，在车间里用煤炉加热，车
间密闭不通风，从而导致水体溶解氧
降低，幼鲵严重缺氧。张耀武及时帮

助养殖户将幼鲵转换车间，加强通
风，最终幼鲵“得救”，帮助养殖户挽
回经济损失达20万元左右。

“洛阳市伏牛山腹地冷水资源丰
富，发展冷水鱼养殖是山区群众脱贫
的好路子。”张耀武介绍说。近年来，
学校水产研究志愿服务团队的专家，
为栾川、洛宁、嵩县等地养殖户提供
大鲵（娃娃鱼）、冷水鱼养殖技术指导
和鱼病防治服务，为位于洛宁县的洛
阳昌盛水产公司规模化养殖鲟鱼项目
提供水质监测技术和养殖技术指导，
帮助公司实现年收入500多万元，使
该公司成为豫西重要的冷水鱼繁殖和
养殖基地，并带动了周边冷水鱼养殖
行业的发展。

洛阳师范学院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坚持以优势学科的技术积累为驱动，
以技术服务、项目开发为核心，积极
开展科技扶贫，打造多个精准帮扶品
牌。学校生命科学学院教工志愿服务
扶贫项目，下辖水产研究、枣科学、
园艺3个志愿服务团队，通过积极转
化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扶贫、技术支
农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
先进典型名单。

由学校赵旭升教授带领的枣科学
志愿服务团队，依托获批的中原地区
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河南省枣科学
研究院士工作站、河南省枣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河南省红枣种质创新
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对
枣树品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以及枣
深加工技术等进行研究。近年来，他
们通过分子设计育种，选育适合新疆
和田等寒冷地区种植的新郑灰枣，指
导农户在沙地种植灰枣，探索出了

“发展枣园，带动农户增收”固沙治沙
的绿色扶贫开发新模式。同时，他们
还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河南洛阳、平顶
山汝州等地的脱贫攻坚工程上，指导
周边县区山地农民发展鲜食枣品种
植，为困难农户提供嫁接、防害等技
术指导。近3年，他们通过企业带农
户、农户对接，累计带动3万余农户
收益，户均增收3000余元。

洛阳师范学院坚持让技术优势走
出实验室，走上田间地头，围绕种
植、养殖等特色产业项目，开展技术
帮扶并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引
导师生走出“象牙塔”，积累鲜活的工
作经验，收集一手材料，进一步深化
了产学研合作，实现了“双赢”。

艺术扶贫：
让诗与远方走到一起

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爱
和小镇，位于洛阳市洛宁县罗岭乡前
河村，曾经交通闭塞，农作物单一，
房屋破旧，靠天收成，是国家级别贫
困村。洛阳师范学院郭爱和教授的三
彩艺大师工作室与洛阳三彩艺术博物
馆紧密合作，投资3.45亿元，以“世
外陶源，四季画谷”为诠释核心，发挥

洛阳三彩艺术的影响力，融合当地独特
的自然风光，将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
乡村艺术公园。通过举办中国“当日”
艺术展、学术论坛、创意大赛、“大地
艺术节”“三彩中国年”等各类丰富的
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专家
学者和国内知名媒体及游客，到爱和
小镇进行艺术创作、学术交流、调研
考察、参观游览等，以此带动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如今，爱和小镇里的旧窑洞、老
房子、大陶缸与三彩艺术结合在一
起，处处洋溢着艺术气息，已成为城
乡人民向往的艺术旅游新去处，日客
流量多达近万人，有效带动了周边住
宿、餐饮等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艺
术扶贫新路子。村民吉青分说：“三彩
陶艺村在这里落地建设，村民们不需
要再出去打工，不出家门就可以挣到
钱，大家因陶艺村脱贫致富了。”

自 2015 年创建“爱和小镇”开
始，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在每年
1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举办中国“当
日”艺术展，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5
届，吸引了近200位国内外艺术家前
来创作。他们将拍卖艺术作品所得的
94.8万元，全部捐赠用于洛宁县贫困
山区孩子美育教育，已建成美育教室
6所，惠及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这
一24小时公益艺术“快闪”，被新华
社《收藏投资导刊》评为“中国最具
关注度艺术展”。

位于洛宁县城西50公里的下峪镇
风景秀美，但古朴的深山小镇因为自
然条件的限制，群众生活十分艰辛。
2005年，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李建忠的一次偶然到访，发现了小镇
的艺术价值。随后，他经常带领师生
到此采风，并为镇上发展艺术旅游提
出很多建议。学校在该镇设立摄影基
地、写生基地，多次组织专家为该镇
的线路开发、景观修复、农业结构调
整等进行规划论证。在洛阳师范学院
的带动下，下峪镇受到越来越多摄影
和绘画爱好者的青睐。郑州大学、湖
北美院、商丘师院等数十所院校相继
在此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团队越来越
多，镇里便动员群众发展农家宾馆。
如今，摄影、写生基地已经成为当地
一大特色产业，农家宾馆增至40多
家，年接待规模达3万人次。

洛阳师范学院还多次通过举办艺
术展的形式筹集善款，对贫困乡村中
小学进行物资和金钱捐赠；通过艺术
支教讲座，进行创作示范，开展艺术
支教志愿帮扶；通过设置艺术学科、
科研基地的形式，与当地特色文化进
行有机结合，为乡村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和技术保障，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

文旅扶贫：
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为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的绿色可持
续，洛阳师范学院发挥“思想库”和

“智囊团”作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开展战略咨询、规划编制等
工作，积极探索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特
色之路。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依托中原
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省协同创新中
心、旅游管理国家一流专业、河南省
特色学科等教学科研平台的优势，围
绕丝绸之路旅游开发、旅游资源开
发、世界遗产保护、中原文化与西域
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开展
专项课题研究，将应用成果转化到旅
游扶贫实践中；先后承担完成了栾川
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武县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星级评定、孟津县文
旅兴县营销方案、宜阳县上观乡全域
生态休闲游、临颍县固厢乡旅游总体
规划等旅游规划编制，为其制订有针
对性的旅游发展规划、设计旅游项
目、完善旅游产业链、培养乡村旅游
人才资源，推动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
展，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组
建了20余个村庄规划团队，承担了栾
川、嵩县、汝阳、洛宁、伊滨、偃师
等乡镇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从行业
规范、旅游规划、村庄规划等不同方
面为当地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为使河南文化旅游业更有历史内
涵、文化底蕴，更具吸引力和生命
力，洛阳师范学院还发挥河南省公共
文化研究中心平台的理论研究和智力
服务优势，深入省内100余个县区、
500多个乡镇、4000多个村庄，进行

基层公共文化扶贫调研活动，撰写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文化发展的战略
和研究》《以文化扶贫助力中原地区脱
贫攻坚》《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打造百
姓精神家园》《脱贫攻坚中完善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等研究课
题和文章，从理论上指导地方文旅扶
贫实践。

2019年暑假，学校美术与艺术设
计学院师生赴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
村、英雄村、黄柏村、下河村，开展

“手绘乡村”社会实践活动，绘制宣传
红色文化、家训家风、文明新风尚主
题墙绘35幅，墙绘面积达到1000余平
方米，受益人数达到5000余人，不仅
美化了乡村环境，也将艺术融入农村
生活，提升了旅游品质和内涵。

结对帮扶：
多措并举促脱贫摘帽

栾川外国语实验学校原本是一所
很不起眼的乡村中学。从 2012 年开
始，洛阳师范学院把其设为教育实践
基地，通过实施以教师能力提升、师
资对口交流、优秀师范生实习支教等
为主要内容的帮扶措施，使学校一年
一个台阶，面貌焕然一新，从当初全
县排名倒数第一，到现在名列全县前
茅；从当初的零升学率，到如今的每
年有过半毕业生考入栾川一高……栾
川外国语实验学校用实际行动谱写出
这一连串的优异成绩。

这是洛阳师范学院对校地结对帮
扶地栾川县开展结对帮扶、取得显著
成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洛阳师范
学院高度重视校地结对帮扶工作，紧
密围绕结对帮扶贫困县和定点扶贫村
的实际需求，制定 《洛阳师范学院

“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实施方
案》，成立校地结对帮扶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可操作性强的19项帮扶措
施，明确了责任单位和对接单位。制
定了《关于扶持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的
意见》《学校领导帮扶栾川县庙子镇杨
树底村驻村时间安排的通知》等，校
领导亲力亲为，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先后到结对帮扶贫困县和定点扶
贫村调研走访、现场办公50余人次，
指导推进驻村帮扶工作，现场协调解
决问题；按照“干部当代表，单位做
后盾，领导负总责”的要求，先后派
出3任驻村第一书记、两任第一团支
书驻村帮扶，为开展帮扶工作提供了
坚强的保障。

国土与旅游学院为栾川县域旅游
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结合栾川暑期高
速免费活动，承担完成了3届《栾川
县高速免费活动效应评估》，栾川县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8.36亿元，各景区游
客数量和整体收入均实现20%以上的
增幅；学前教育学院选派10余名校内
外专家开展“国培计划”送教下乡，
举办幼儿教师专题培训班，培训栾川
县幼儿教师700余名，进一步提高了
栾川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在栾川县陶湾镇
西沟村建立了“教学实践基地”，举办
绘画技艺讲座，选派艺术支教队，为
县文化馆进行整体优化装潢设计，开
展艺术教育培训75人次；围绕“栾川
印象”农特产品的市场营销、推广，
学校在同栾川开展各项咨询活动、报
告编制等过程中，多次对该品牌进行
营销宣传，同时助力其在洛阳、郑州
等城市的各大酒店打开展销渠道。学
校工会采购“栾川印象”农特产品价
值140余万元；后勤服务集团充分利
用餐厅、生活服务广场等校内市场，
收购贫困户自产玉米糁、土豆、包菜
等农产品，为贫困户销售滞销蔬菜及
农副产品、增加经济收入提供了有力
保障……学校各单位根据方案计划积
极主动与栾川县相关单位对接，先后
分批次组织1000余人次赴栾川开展帮
扶工作，精准对接各方需求，深入开
展智力帮扶、科技帮扶、培训帮扶、
人才帮扶、产销帮扶等，推动校地结
对帮扶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卓有成
效。2019年5月，栾川县实现脱贫摘
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们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进一步发挥优势，持续精
准发力，自觉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中展现洛师人的使命与担当。”洛阳师
范学院党委书记王洪彬坚定地说。

（索秋平 龙开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