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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9 月 24 日 讯
（记者 王家源 林焕新） 今
天，在教育部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由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
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 《意见》） 正式发布。

《意见》 针对影响和制约中小
学办学活力的突出问题，重点
提出了四项重大举措。

第一项举措，保障学校办
学自主权。针对“管得过多”的
问题，《意见》提出保障学校三
个方面自主权：一是保证教育
教学自主权。明确学校在遵循
教学基本要求基础上，有“五个
自主”，包括自主安排教学进
度、自主运用教学方式、自主组
织研训活动、自主实施教学评
价、自主实施跨学科主题教
学。二是扩大人事工作自主
权。《意见》提出扩大副校长聘
任中的参与权和选择权，扩大
学校中层管理人员的聘任自主
权，扩大教师聘用的自主权，扩
大职称评聘自主权，扩大绩效
工资分配的自主权。三是落实
经费使用自主权。《意见》提出
学校按照有关规定和需要自主
提出年度预算建议，自主执行
批准的预算项目；进一步完善
学校公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加大学校经费使用自主权。

第二项举措，增强学校办
学内生动力。针对“激励不
够”的问题，《意见》 提出

“四个强化”。第一，强化评价
导向作用，建立健全以发展素
质教育为导向的学校办学质量
评价体系，强化过程性和发展
性评价，更加注重评价学校提
高办学质量的实际成效，并作
为对学校核定绩效工资总量、
对校长教师实施考核表彰的重
要依据。（下转第二版）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

【环球周刊】

全球协力防止女童失学
➡➡➡ 详见第五版

从行业中寻找研究生教育“密码”
【新闻·要闻】

➡➡➡ 详见第二版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以前妈妈骑摩托车送我
上学要半个多小时，搬迁过来
后，我自己去上学 5 分钟就到
了。”11 岁的蔡嘉嘉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第六
小学五年级 （3） 班学生，面
对记者的镜头，她有点羞涩，
但并不怯场。

今年 9 月 1 日，作为隆林
鹤城新区配套设施的隆林六小
正式启用，986 名易地扶贫搬
迁户子女走进了期待已久的新
校园。待 2021 年二期工程全
部竣工，隆林六小将能够容纳
2700 名学生就读，彻底解决
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就近入学
难问题。

隆林县地处滇、黔、桂交
界处，既是“民族博物馆”，
又是集“老少边山穷库”于一
体的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
一度高达 23.47％。为了解决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难
题，当地选择了易地搬迁扶贫模
式。经过 3 年多建设，鹤城新区
拔地而起，2019 年 12 月，搬迁
任 务 全 部 完 成 。 3382 户 、
14606人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
大山，成为“新市民”，迎来了
幸福新生活。

“隆林多山，我们挖坡填坑，
在‘夹皮沟’里创造了奇迹。”隆林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州镇党
委书记施斌感慨道。

“ 搬 得 出 、 稳 得 住 、 快 融
入、能致富”是易地搬迁成功的
关键。施斌告诉记者：“新区配
建了罗湖幼儿园、第六小学、隆
林五中，实现了学前教育、九年
义务教育全覆盖，也实现了就近
入学、就近入园。同时，小区毗
邻脱贫奔康产业 （就业） 园，并
配建有社区医院。”

“以前的学校只有一栋楼，

现在的学校楼连着楼，下雨都不
用打伞”“以前没有英语课，现
在有了”⋯⋯从村小来到新学
校，蔡嘉嘉有很多新体验。

“好了一倍都不止。”谈起现
在的生活，蔡嘉嘉的妈妈沈宝英
笑逐颜开。过去，她和丈夫在金
钟 山 乡 的 土 坡 上 种 了 10 亩 玉
米，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一万元左
右，种的稻谷刚够一家人吃。
2018 年，他们一家易地搬迁到
鹤城新区，交了一万元就拥有了
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

今年年初，沈宝英在小区内
找了一份电梯管理员的工作，月
薪2500元，“不管刮风下雨都可
以照样工作，丈夫则做起了生
意，家庭收入增加了好几倍”。

隆林六小副校长唐杰林告诉
记者，学校很多学生来自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虽然近年来城乡教
育水平差距在缩小，但很多学生

基础仍不太扎实。为此，学校采
取“四点半模式”：动员教师课
后对自愿参与的学生进行个性化
学业辅导；学校还开设了行为习
惯校本课程，对低中高年级的学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与规范。

“目前学校共有 63 名在编教
师，既有从全县公开选拔的，也
有招聘来的，一支学历基本在本
科以上、梯队结构合理的教师队
伍已经形成。”唐杰林介绍。

27 岁的女教师字忠慧是云
南大理人，大学毕业后在贵州一
所私立学校任教。看到隆林六小
的招聘公告后立即报了名。学校

开学这半个多月来，看着班里学
生的好习惯正在慢慢养成，课堂
上表现也越来越好，她很有成就
感。

由于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家
庭，很多还是留守儿童，家校沟
通难度比较大。“有一个学生跟
80 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学校
要求打印学习资料，奶奶不知道
怎么弄，我们就去帮忙。”字忠
慧认为，对待这些学生，要有更
多爱心和耐心。

“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我
们还要给予他们更多关爱，让他
们感受到温暖，喜欢上学校，同
时还要引导家长认识到教育的重
要性。”字忠慧说。

易地搬迁圆了山里娃就近入学梦
本报记者 杨三喜 刘琴 杨文怿 周子涵

今天，在教育部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由教
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
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
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 )，围绕基层反映的对学
校“管得太多、激励不够、保
障不够、管理机制不健全”等
突出问题，提出 6 个方面 18
项举措。

“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 要求‘推进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

进中小学治理现代化，激活学
校教育细胞、释放中小学办学
活力，是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
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迫切
要求。”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张志勇看来，《意见》 的
出台，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重大举措，为推进中小
学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
动指南。

为提升基础教育治
理水平提供根本遵循

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央
先后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三个
重要文件，基础教育制度体系
的四梁八柱已基本建立。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
《意见》 的印发，是落实中央部
署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教育
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
基础教育质量的迫切要求。

“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加
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涉及多方
面的配套改革，还需要把相关制
度细化、具体化，这是进一步
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
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吕玉刚
说，“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进
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办
学活力不足是制约质量提升的
关 键 因 素 ， 亟 待 创 新 体 制 机
制，进一步释放与增强每一所
学校的办学活力。”

“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不
断深入，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但

体制性障碍依然是制约中小学办
学活力的主要因素。”山东省青
岛市教育局局长刘鹏照表示，

《意见》 围绕破解对学校管得太
多、干扰太多、激励不够、保障
不够等突出问题，从教育治理现
代化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对
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作出了系统
部署，对提高政府“宏观管”、
学校“自主办”、各界“科学
评”的水平，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讲，《意见》 的政策设
计和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激发学
校内生动力、推动中小学高质量
发展、提升基础教育治理水平提
供了根本依据和遵循。”山西省
晋中市教育局局长张海荣说。

（下转第二版）

推进中小学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解读

本报记者 王家源 林焕新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本报讯 （记者 李澈） 新学期第一
周，身兼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走上北
京二中讲台，为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

“开学第一课”。这是继 2018 年和 2019
年后，张军第三次到北京二中讲授法治
课。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部门相关负责人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与北京二中师生、家长代表聆
听授课。北京市 16 区的师生代表通过
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讲。

“同学们作为‘准大人’，是不是也
在思考一些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实践中，我应扮演什么角色？我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责任是什么？我
们遇到了那么多线上线下好与坏、正与
误的判断、争论⋯⋯”张军一开始抛出
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生们的深思。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我想结合刚
刚颁布不久的民法典，和大家共同探讨
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讲课
中，张军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为题，聚焦未成年人的学习
生活，从中学生熟知的人和事讲起，从

“民法典是一部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典是一部护身
宝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义务”

“民法典是一部共同约定，凝聚起保护
未成年人的共同责任”等三方面为师生
们进行了详细讲解。

“民法典引导人们坚守公平正义。
老人倒地扶不扶？民法典告诉你，要
扶！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对姓名权作出新规定，跟
谁姓也有了更大的空间。第 1015 条规
定，除随父母的姓外，还可以跟其他直
系长辈的姓，比如奶奶、姥姥，如果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长大
的，也可以跟扶养人的姓氏。最后，还规定起名只要不违背公序良
俗，都是允许的。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公民姓名权的保障和法治的
进步。”

“生活中，同学们用手机上网时，是不是下载了很多 APP？同学
们想过没有，这些 APP 给我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
保护带来了很大隐患和挑战？一旦这些信息被泄露，后果难以想
象。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我们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
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行踪信息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
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都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

⋯⋯
课程内容从学生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热点出发，深入浅出的

讲解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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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
讯员 张雨潇） 日前，山东省教
育厅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山
东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达标
计划》，确保到2023年底前学校
教室照明 100%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全面完成教室照明达标任
务，形成完善的教室照明管理维
护制度，有效遏制儿童青少年近
视高发、低龄化趋势。

山东要求，各市、县（市、区）
教育、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学校
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对中
小学校教室照明情况的全面排
查，建立工作台账。以县（市、区）
为单位摸清中小学校照明不达标
教室的数量以及涉及学校和学生

人数，梳理分析教室照明改造、管
理维护等方面存在的具体困难和
问题情况，制定工作台账。

山东明确，各县 （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按
照“一校一策、一校一案”的原
则，制定教室照明达标计划。各
学校要按照“实事求是、因校制
宜”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教室
照明改造方式。

山东还要求各市、县 （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优化资金使用
结构，建立工作责任制度，加强
对教室照明达标计划工作的指导
与督促，定期调度教室照明改造
达标落实情况。教室照明改造达
标工作也将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考
核范围。

山东开展中小学教室照明改造
2023年底前教室照明全达标

制图：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注重选优配强校长
■注重加强条件保障
■注重拓展社会资源

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

■强化评价导向作用
■强化校内激励作用
■强化学校文化引领作用
■强化优质学校带动作用

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

■完善宏观管理
■完善内部治理
■完善社会监督

健全办学管理机制

■保证教育教学自主权
■扩大人事工作自主权
■落实经费使用自主权

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

图解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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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珍秦学区秀玛村教学点，是珍秦学
区唯一的教学点，有 46 名学生，来自周边的 11 个村子，学生分一、
二两个年级。教学点共有4名教师及一名门卫、一名厨师。由于他们
的坚守以及国家“两免一补”、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三江源补偿资金
等政策的支持，周边学龄儿童没有辍学失学情况。图为教学点学生在
吃营养午餐。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