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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场以“拥抱春天”为主
题的线上诗歌吟唱会在甘肃省华亭市
马峡中心小学二年级学生和家长中引
起了轰动，新颖的形式让农村学生疫
情期间的居家学习充满了趣味，也引
来家长的围观点赞。活动的发起者、
班主任王龙说：“教育信息化项目的
实施，让我有条件、有能力借助信息
技术把‘吟、读、唱’结合起来，增
加线上教学的趣味性和效果。”

2019 年初，甘肃启动实施了
“互联网+”师范院校支教服务项
目、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智慧教育建
设等教育信息化项目，旨在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促进
教育公平。

“我们将以‘建好基础、用好设备、
联好网络、选好软件、管好安全’为着
力点，全面规划、系统设计、统筹推进，
加快推动全省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写好穷省办大教育、办强
教育的‘奋进之笔’。”甘肃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说。

农村学生有了“专递”艺
术教育

复课之后，记者走进甘肃省舟曲
县沙川小学的三年级教室，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墙上十几张生动活泼的学生
画。学生闵文治说：“屏幕上的老师
教得好，让我很快爱上了画画。放学
回家，做完作业，就拿出画笔画画。

画完了，给爷爷看，给爸爸妈妈发视
频，他们都夸我画得好。”

和闵文治一样，甘肃9个深度贫
困县120所农村薄弱学校的学生现在
都能享受到优质的音、体、美等课
程。这是“互联网+师范院校支教”
项目给这些偏远农村薄弱校带来的喜
人变化。

音乐、体育、美术、英语等课程
“开不出，开不好”，一直困扰着甘肃
许多偏远的农村薄弱校。2019 年
初，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甘肃省教
育厅将教育信息化确定为“厅长突破
项目”并创新提出了“‘互联网+’
师范院校支教服务项目”。

“我们将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刚性
要求与乡村小规模学校对优秀师资的
现实需求双向对接，采用短期实地支
教与长期网络支教相融合的新模式，
既拓宽了师范类院校实践的渠道，也
为贫困地区学校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
源提供了条件。”甘肃省教育厅科技
处处长董仲奇说。

从2019年6月开始，西北师范
大学、河西学院、天水师范学院等8
所师范院校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
面开展对东乡族自治县、礼县、宕昌
县等9个深度贫困县的对口支教帮扶
工作。

与此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和各院
校迅速行动，周密部署，举办专题培
训班、召开部署推进会、开展专题调

研……一系列“大动作”接踵而至，
一场以信息化引领教育公平的攻坚战
就此“打响”。

截至目前，8所师范院校共遴选
了 60 名指导教师和 122 名优秀学
生，开设美术、体育、音乐、英语等
8个科目的“专递课”，让项目辐射
到的每一所薄弱学校都高质量地开齐
开好了这些课程。

“过去，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
美术教师，这些课都是由其他学科教
师兼代，学生提不起兴趣，课堂效果
不佳。现在有了网络直播课堂，学生
的兴趣浓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舟曲县罗家裕小学校长班秀青说。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余学军告诉记者，“互联网+”师范
生支教服务项目拓宽了高校服务地
方、服务基础教育的渠道，强化了师
范生培养的教学实践环节，在帮助师
范生完成从学生到教师角色转换的同
时，也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找到
了新的突破口。

“透过屏幕，我能深切感受到偏
远山区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音乐
的热爱。我想尽我所能、倾己所学帮
助他们。”参与支教的西北师范大学
学生甘雨在支教日记中写道。

农村薄弱校迈入“信息
高速路”

“现在我们学校的网速很快，过

去想都不敢想的网络直播已经融入日
常教学，山里的娃娃也能和大城市的
孩子们同上一节课了。”东乡族自治县
新同小学校长马志明高兴地说，疫情
防控期间教师们借助网络开展线上教
学，没有落下一节课，“这在过去想都
不敢想”。

良好的教育信息化条件，为学生居
家学习期间甘肃省中小学开展“线上教
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这得益于甘
肃省 2019 年开展的学校联网攻坚行
动，很多过去没有宽带网络或上网速度
慢的农村薄弱学校，逐步接通了100M
以上的网络，驶上了“信息高速路”，
为同享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奠定了基
础。

甘肃省教育厅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底，全省未联网中小学有
1701所，网络接入不足100M的学校
有7520所。网络基础设施的短板正成
为制约这些农村学校发展的瓶颈。为
此，从 2019 年 3 月起，甘肃省教育
厅、甘肃省通信管理局、甘肃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联合发起了学校联网攻坚
行动。

甘肃学校联网攻坚的工作重点、难
点在偏远山区和牧区的学校。为了消灭
这些教育信息化的盲点，甘肃各地有关
部门通力合作，层层摸底落实责任，建
立宽带接入提速台账，确保如期完成联
网攻坚任务。

（下转第三版）

甘肃实施“互联网+”支教、推进联网攻坚、打造智慧教育——

填平城乡教育“数字鸿沟”
本报记者 冲碑忠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日
前，教育部“24365校园招聘服务”
平台联合腾讯集团推出“腾讯数字新
基建—精选名企”专场招聘会。活动
整合腾讯集团及其企业微信、腾讯
云、腾讯会议、腾讯教育等平台，组
织宝洁、格力、雀巢、百盛、百威、
平安银行、优衣库、宜家、比亚迪等
1000多家国内外知名行业头部企业，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超过10万个优质
招聘岗位，覆盖人工智能、大型数据中
心、超算中心、5G网络、音视频通讯、
网络安全、零售快消、金融等20多个
热门行业和文、经、理、工、管理和
艺术等多学科专业。

本次专场招聘会时间为6月18

日至30日，高校毕业生可登录教育部
大学生就业网 （https://www.ncss.
cn/）、微信、企业微信、腾讯云进行招
聘信息浏览，选中心仪岗位后点击“投
简历”即可直接跳转专属企业招聘页面
完成操作，或扫描二维码填写简历后提
交。

据悉，本次专场招聘会旨在引导高
校毕业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扎根消费互联
网，拥抱产业互联网”，为各行各业的
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助推力。加速新基
建必将有利于实现数字经济供给侧与需
求侧更紧密地对接，为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

教育部“24365”推出“腾讯数字
新基建—精选名企”专场招聘会

提供超过10万个优质招聘岗位

本报讯（记者 程墨）日前，湖
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生王静等来了好
消息，通过线上笔试面试，她跟湖北
省仙桃市荣怀学校最终签订了就业协
议，实现了当老师的梦想。在今年
45万名湖北普通高校毕业生中，2.5
万余名大学生已经或即将进入湖北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

记者了解到，在“稳就业”和
“保就业”的基础上，湖北省统筹考
虑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与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加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
招聘力度，吸纳更多大学生从教。省
教育厅不断完善“省招、县管、校
聘”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新机制，紧
抓招聘计划申报、组织统一笔试、打
造招聘宣传品牌、给予经费补助等4

个环节，确保招聘工作圆满完成。
湖北省今年增加5%的计划用于基

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制计划重点向
教育部门倾斜；允许各地用足用活中小
学教师编制，将今、明两年减员纳入招
聘计划。已核定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招聘计划1.2万名，全省高中、幼儿园
预计补充教师4500名，招聘人数预计
比去年增加10%。同时，扩大全省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招聘工作的知晓度和影
响力，用好用足政策。

该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致力于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在落实新
机制教师“空岗补齐”、农村教师“退一补
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教师招聘力度，
解决困扰当地教育发展的人才难题，为教
师队伍储备一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湖北引导大学生基层从教
今年吸纳2.5万名毕业生进入中小幼教师队伍

“这个穷帽子不能再戴了，县教
体局这么多人来帮扶，给买了羊，又
修了圈，咱今年咋说也要脱贫。”近
日，面对记者采访，河南省沈丘县范
营乡八里棚村贫困户孙运东说。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沈丘县，
一个贫困户也有一支三人组成的扶贫
小分队对点帮扶。按照沈丘县“党
建+小分队”的部署，沈丘县教体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海洋等三人组成了
孙运东专属帮扶小分队。孙运东身患
尿毒症，妻子有听力残疾，两个孩子
正在上学，一家人靠低保度日，至今
仍未脱贫。如今，帮扶小分队筹资买
的羊，能让他年增收近两万元，孙运
东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沈丘县目前还有未脱贫户1084
户（其中19户为集中供养人员），脱
贫监测户 1036 户，边缘户 768 户。

“在这‘三类人员’中，县教体局分
包的未脱贫户56户，脱贫监测户32
户，边缘户34户，算是沈丘县脱贫
攻坚工作的‘大户’。”沈丘县教体局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李国峰说，在这
一关键时期，如何啃下“硬骨头”，
还要看党员干部。

沈丘县教体局针对分包的24个
行政村，组建了6个精准帮扶临时党
支部，统筹本单位脱贫攻坚工作。为
分包的未脱贫户每户组建了一支不少
于三人的专属精准帮扶小分队，同时
带动一至两户脱贫监测户，联系一户
边缘户。

除了孙运东这样的未脱贫户外，
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也是小分队重点
关注的对象。“‘三类人员’的致贫原
因、家庭现状、发展能力等情况各不相
同，我们坚持‘一户一策’原则，分类施

策，创新以奖代补方式，激发贫困群众
靠发展产业增收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把‘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提升
脱贫的内生动力。”沈丘县教体局党组
成员涂伟峰说。

沈丘县范营乡王郑营行政村郑守
林和妻子丧失劳动力，一家人有返贫
的可能，且居住环境较差，属于边缘
户。了解情况后，沈丘县教体局不仅
出资帮其修缮主房，重建厨房及偏
房，还帮助其儿媳孙梦丽发展时令蔬
菜种植，并依托周边学校食堂需求，
为其解决了销售问题。“满意，太满
意了！销
路 不 愁 ，
我种起来
也 有 干
劲，一年
咋也能多

挣个三五千元，加上公益性岗位的工
资，基本上能负担几个孩子的花
销。”孙梦丽说，大家对小分队的帮
扶工作十分满意，纷纷“点赞”。

此外，在教育扶贫方面，为实现
“贫困学生资助不落一生”“控辍保学
不落一人”的工作目标，沈丘县教体
局在全县577个行政村（社区）明确了
593名“教育村长”，摸清义务教育学
生底数，建立村级3—18岁适龄儿童
少年控辍保学台账，做好义务教育法
和教育资助政策宣传工作，为攻克最
后贫困“堡垒”打下坚实基础。

河南省沈丘县教体局组建精准帮扶临时党支部——

“党建+小分队”啃下脱贫“硬骨头”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王祥宇 辛灵秀

吕乾洋是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2019
级学生，在今年的“超长寒假”里，他积极参
与家乡——安徽省全椒县的抗疫志愿活动，在
县里的汽车站负责测量体温、出入人员登记、
卫生消毒等工作。“以前在学校上的劳动课给
了我很好的基础，希望能将自己所学更好地用
于社会实践。”吕乾洋说。

2014 年，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实验学院
（2017年更名为钱学森学院）在江苏高校中率
先“试水”开展劳动教育，并将劳动教育实践
服务活动确定为1个学分的必须课。6年来，
学院开展的劳动项目越来越多，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也越来越高。“我们努力将劳动设计为可
操作性的教育实践服务课程，以此培养学生独
立自主、诚实自律、合作奉献等良好品质，引
导他们更好地理解生命尊严和人格平等。”南
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廖文和说。

特色项目助劳动教育“益心益意”
劳动课让学生学什么？这是南理工钱学森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周双喜在开设劳动教育时最
先考虑的问题。“既要区别于和专业相关的社
会实践，又要确确实实满足学生生活所需”，
带着这样的思考，学院的团委老师们积极寻找
各种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了8个劳动服务项
目，包括南理工后勤绿化服务、炒菜（西餐制
作）培训、种花插花技能培训、南理工兵器博
物馆讲解服务、南京博物院志愿服务等。
2014年10月，“益心益意”劳动教育实践服
务活动面向学院大一学生开启。

已经读研的缪峥荣对5年前的劳动课记忆
犹新，当时他选择的是手工编织项目。一个大
男孩学编织，很多人觉得奇怪，但缪峥荣不以为
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它让我体会到
了做母亲的那份辛劳，而且这种细致的手工活
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美、欣赏美的过程，可以让我
在忙碌的学习之余静下心来享受生活。”

为了让学生们喜爱劳动课，钱学森学院的教
师们在项目的选择上花费了很多心思。2015年
10月的第二期“益心益意”劳动教育实践服务活
动在整合原有资源的基础上，添加了中餐烹饪、
易家爱老行等新课程，共13个项目；2016年添加了南京景点环境保护及校内环境维
护项目；2018年则新添了“二月兰种植与维护”“陶艺制作技巧学习”等内容。

“我们曾对一年级新生做过3次调查问卷，分析大家对于不同服务项目的参
与程度，从而不断改进。”周双喜说。几年下来，他们发现选择地铁站服务、学
校兵器博物馆讲解服务、中西餐烹饪等项目的参与程度最高。“这可能是因为大
一新生初到南京，对城市和校园的周边事物感到新奇，同时迫切需要掌握一些
独立生活的技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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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教育力量教育力量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6月24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佳·水岸小镇伟才幼儿园小朋友在学
做“竹筒粽子”。当日，该园开展

“快乐端午粽飘香”活动，师生通过
制香包、挂香包、包粽子、串花绳等
趣味游戏活动，营造中国传统节日浓
厚氛围。

特约通讯员 闫锁田 摄

竹筒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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