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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南黑龙港流域的这片
小平原上，有着 65 万人口、
1012 平方公里的威县，是邢
台市人口第二、面积第三大
县，是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战斗生活过的革命老
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

“财政穷县”是它曾经的标签。
但如今，中央脱贫攻坚行

动和教育部定点帮扶让这座县
城的面貌焕然一新：公共预算
收入、人均储蓄存款、工业用
电量等指标，10 年增长了 10
倍以上；综合实力在省内的排
位 5 年上升 62 个位次；2018
年高质量脱贫；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17.1 万人降至现在
的 293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34.1%降至 0.063%。威县脱
贫之势被誉为“威县速度”。

以教育帮扶为引擎，威县
仿佛一列呼啸的高速列车，迸
发着脱贫奔小康的威武之力。

顶层擘画蓝图，攻
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在威县的发展史上，2012
年意义非凡。

这一年，威县被确定为国
贫县，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
扶贫办、中央组织部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新一轮中
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
扶贫工作的通知》，威县成为
教育部定点帮扶县。

跨越 300 多公里紧紧牵
手，拉起这个基础薄弱、发展
条件欠佳的贫困县，教育部以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扛起重任，开始擘画蜕变的
蓝图。

教育部高度重视定点扶贫
工作，将定点扶贫作为部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内
容，部长担任组长、部内 32
个司局单位承担具体帮扶任
务。相继出台 《教育部等七部
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
见》《教育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 等政策性文件，每
年根据定点扶贫工作实际印发
年度工作要点，明确了打赢教
育脱贫攻坚战的路线图和时间
表；建立部省市县四级教育行
政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和监督机
制；建立行业、区域联动帮扶
工作机制；创新形成产业、企
业、职业教育、就业帮扶“四
业扶贫”模式⋯⋯

威县的乡土上，印着一行
行教育部领导的脚步，积蓄着
脱贫的殷切期盼。

2018 年 7 月，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调研了建设中的威县
职教园区，并叮嘱：“要把职
业初中班办好、办成功。职业

教育也是成功成才的重要渠道，
要根据学生实际和特点，为孩子
们多样化选择拓宽途径。”此前
的 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副部长
孙尧到威县调研并召开脱贫攻坚
座谈会，研究定点帮扶举措。

威县战贫旌旗猎猎，迎来第
一份战果——“河北威县正式退
出 贫 困 县 序 列 ！” 2018 年 10
月，捷报从国务院扶贫办传来。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奋斗的
新起点。2019 年，教育部领导
带头加大了对威县的调研指导力
度。

这年11月5日至6日，陈宝
生再访威县。他在威县专门主持
召开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座谈
会，为定点扶贫继续明确方向：

“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
上，坚决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
垒。以教育工作为基点，共同做
好巩固脱贫防返贫工作。”

这年 2 月 24 日，孙尧也再到
威县，深入调研魏家寨村、潘店中
心小学，慰问贫困户和特困教师，
召开扶贫工作专题座谈会；3 月
27 日至 28 日，教育部副部长翁
铁慧来到威县，对消费扶贫、高考
改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
育改革提出要求；12 月 19 日，教
育部副部长钟登华来到威县，对
教育信息化、产学研合作、体育卫
生工作的开展作出部署。

2018 年和 2019 年，教育部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在中央单位
定点扶贫成效考核中，连续获得

“好”的等次。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教育

部将定点扶贫工作要点定得更高
更精准——建立防贫防返贫长效
机制，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的衔接。奋进的号角再次响起！

今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陈
宝生第三次在威县调研时强调：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机衔接，要做好‘变’的文章。
控辍保学要由动态变常态，办学
条件要由底线变均线，城乡均衡
要由基本变优质，发展格局要由
外延变内涵，资源配置要由分散
变集中，投资重点要由硬件变软
件。教育部与威县的日子还得一
起过。”教育部的牵挂之情、帮
扶振兴的决心不言而喻。

威县县委书记商黎英已经在
这里工作 11 年有余。这几年教
育部帮扶力度有多大，她再清楚
不过：“在人力、物力、财力和
资源引进等方面，教育部定点帮
扶对威县给予了大量倾斜，极大
提升了威县的综合实力。”

集全“部”之力，打好
教育扶贫组合拳

从教育到产业，从师生到农
民，扶贫工作事无巨细。教育部

各司局、直属单位集全部之力，
积极而高效地转动着帮扶威县脱
贫的每一个齿轮。

记者来到威县枣园乡，东台
吉小学砖红色的教学楼在阳光下
显得格外新、格外亮。在村里，
没有任何一栋建筑比它更好看
了。

“早些年，学校面貌陈旧得
很！2016 年在教育部支持下，
学校翻新了，父老乡亲都说‘学
校盖得可真坚固，真漂亮’！”该
校负责人刘文杰说。

东台吉小学的变化，仅是近
年来教育部帮扶威县改善办学条
件的一个缩影。2016 年至 2020
年，教育部先后拨付危房改造资
金 3670 万元，分 5 批对威县 28
所农村学校 （幼儿园） 进行改
造。今年，基教司、财务司继续
协调河北省加大实施第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支持力度；财务司
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安排 800
万元资金，实现威县农村中小学

（含教学点） 洁净厕所全覆盖。
“这几年，在农村建得最漂

亮、最牢固的一定是学校，工作
环境最优越、最舒心的一定是教
师。这是教育部定点帮扶带给我
们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巨 大 变
化。”威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崔耀鹏说。

变化同样发生在学生与教师

身上。
在职成司、财务司、教育督

导局支持下，威县学生享受到了
营养改善计划带来的优惠；在基
教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推
动下，威县建档立卡学生信息比
对工作顺利开展，精准资助下全
县无一人辍学；学生司在威县实
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畅通贫困家庭优
秀学生考入名校通道；高教司支
持威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威
县定向培养临床医学本科生⋯⋯

今年教师节前夕，威县二中
的 40 多名教师变成了“学生”，
在教育机构专家的培训中热烈讨
论着。从教 15 年的英语教师张
兰双的笔记写得满满的。“过去
教师培训的机会很少，但在教育
部来帮扶的这几年明显多了起
来。‘一根粉笔走天下’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我们作为教师更需
要与时俱进。”张兰双说出了威
县教师的心声。

如张兰双所说，近年来，威
县教师队伍建设不断进阶。教师
司启动“强师工程”，用 3 年时
间让威县 5000 名教师能力素质
再上台阶；2019 年和 2020 年，
威县作为全国唯一县级单位连续
两年获批“国培计划”综合改革
项目，探索农村教师“订单式”
培训；“特岗计划”“银龄计划”

壮大着威县的教师队伍；人事
司、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威县教
育管理者和校长提供了大量到北
京研修的机会；职成司、基教
司、教师司、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开放大
学、中央电教馆等司局和单位为
威县教师搭建在线教育和数字化
学习资源共享学习平台；中国教
育报刊社启动“宣讲行送教行”
公益活动，带着全国名师名校长
来威县传经送宝⋯⋯

不仅如此，教育部直属机关
党委、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专门拿出专项
党费800万元，支持威县开展农
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贫困人口就
业、职教师资培训、教师信息技
术素养提升培训。截至 2019 年
底，已累计培训2.6万人。

这套教育扶贫组合拳，尽显
教育部帮扶优势。

定点帮扶的面继续向校外扩
大。在科技司、职成司、高教
司、政法司、教师司等司局的牵
线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
校与威县多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 ； 教 育 部 20 多 个 直 属 单 位
260 多名领导和专家来到威县，
开展直接帮扶行动；教育部机关
服务中心牵头协调，让威县的农
副产品流向了机关和直属单位食
堂。 （下转第三版）

战贫助战贫助““威威””奔小康奔小康
——教育部定点帮扶河北威县高质量脱贫纪实

本报记者 林焕新

本报讯 （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罗红兵）“杜甫草堂
来过好几次了，但像这样凭工
作证免费旅游还是第一次。感
谢县里的好政策，为教师增加
社会福利，作为一名教师我感
到无上光荣。”谈起国庆期间
的“免费体验”，甘肃省陇南
市成县河东小学教师王玮兴奋
地告诉记者。

原来，从今年 10 月 1 日
起，成县教育工作者可凭工作
证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游览
县内所有公园、景区；各医院

开设了教师优先就诊窗口，为教
师就医开辟了绿色通道，在全社
会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让广大教师倍感温暖。

长假第一天，记者在杜甫草
堂看到，景区内外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因为疫情，这个小长
假也没有外出旅游计划，带孩子
到成县各个景点可免费旅游，还
能免费乘坐公交车，我真正感受
到了作为教师的幸福感。”成县
城关中学教师赵旭明和支旗初中
教师王润霞两口子带着孩子，脸
上洋溢着喜悦。

为全面激发教育改革发展内
生动力，加快提升普通中小学教育
教学质量，今年9月10日，成县出
台“十四条硬核措施”，切实提高教
师待遇就是其中一项。成县明确，
要不断提高教师经济待遇，确保教
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略
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在落实人均每月不低于400元
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基础上，每年
按不低于10%增长率提高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标准，不断增强乡村教
师岗位吸引力。为教师提供更多
免费社会公共服务，落实教师社会

福利待遇，为教师子女入学入园提
供便利，教师凭工作证可免费乘坐
市内公交车，免费游览县内所有公
园、景区。

记者了解到，“十四条硬核
措施”还包括进一步加大农村中
小学教师周转房建设力度，让广
大扎根农村的中小学优秀教师都
能住上安全、舒适的周转宿舍，
并通过在城区建设教育小区、教
师公寓，划拨教师公寓用地等方
式降低教师购房成本，为教师在
本县城区购房提供实质性优惠；
设立“县长教育奖学金”，主要

用于表彰奖励优秀普通高中毕业
生、优秀初中毕业生和教育教学
成绩突出的学校和教师；继续在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评选名校长、
名教师，从在职在岗教师、在任
在岗校 （园） 长和教育部门工作
人员中评选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由县委、
县政府授予相应荣誉称号，颁发
相应奖牌或荣誉证书，并落实校
长和中层管理人员岗位津贴，中
学校长每人每月 400—800 元，
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每人每月
300—600元。

成县提出，要将教师职称评
聘作为提升教师待遇的有力抓
手，在教育系统专业技术中、高
级岗位层级岗位结构比例的基础
上 各 提 高 15% ， 并 坚 持 向 基
层、向一线、向乡村倾斜，侧重
考察实际工作能力，适当放宽学
历、专业和任职年限要求。

甘肃成县教师购房有优惠、就医享优先、游景区可免票

“我感受到了作为教师的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景应忠）
贵州日前召开 《贵州省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措施》 新闻
发布会，决定 2021 年至 2025
年，省级财政每年新增投入 5
亿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启动
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新
高地建设工作。同时，支持符
合条件的政府职业教育项目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强职
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

贵州明确，将打通职教生
学业上升通道，构建多层次、
多规格、层层贯通的职业教育

“立交桥”。推进职业高等教育
试点，探索国家“双高”学校
和省优质高职院校特色专业举
办 4 年 制 职 业 本 科 教 育 或

“3+2”职业本科教育试点。
开展学位学徒制试点的本科专

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学士
学位。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探索产学研
用结合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单
列招生计划拓宽职业院校毕业生
升学通道，应用型本科院校单独
编班招收职业教育专业比例不低
于本校招生计划的20%。

贵州指出，将完善空间布
局、建好清镇职教城、优化专业
布局、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深
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加强政府、
学校、行业、企业多方联动，协
同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通过
实施中职“强基”、高职“双
高”、“黔匠”培养工程和职业教
育助力全面小康行动计划、服务
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服务新型城
镇化行动计划，建设贵州特色职
业教育强省。

贵州每年新增5亿元发展职教
支持地方发行债券加强职校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郝文婷）
为进一步提高培育广大青少年
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促进健康成长，近日内
蒙古教育厅充分发挥高校心理
健康教师专业优势，组织遴选
全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
立“内蒙古心理健康志愿服务
队”，向全区广大师生、家长提
供心理健康教育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队的服务对象包
括全区大中小学生、学生家
长、教师群体等。服务内容主
要包括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心
理个案咨询服务、心理疏导和
团体辅导等活动，为广大学生
提供心理健康知识辅导及心理
健康咨询服务，对求助者提供
心理援助，恢复心理平衡、提

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进身
心健康。

同时，对由于突然遭受严
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
压力，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变
化，尤其是出现了用现有的生
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
的学生，志愿服务队还将提供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
尽快摆脱困难，使他们获得对
自己生活的自主控制能力。此
外，根据大中小学校或班级需
要，志愿服务队将通过心理健
康微课堂、心理健康知识大讲
堂等方式提供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咨询服
务，以专业引领促进全区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整体提
升。

内蒙古建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
面向全区师生、家长开展服务

“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
好歌好稻栽。”近日，湖南省
益阳市人民路小学荞麦园校
区，全校 111 名学生诵读完

《二十四节气歌》 后开始分社
团活动，剪纸社学剪菊花和稻
穗，小作家社在观察学农基地
的植物，合唱社的歌声飘荡在
校园外的金色原野⋯⋯

二年级学生慧敏的妈妈臧
丽静静地在校门外等候，不时
踮起脚尖向校园里张望。两年
前，臧丽很焦虑。眼看着慧敏
要读一年级了，家门口的荞麦
园小学生源日渐流失，近几年
只有 5 名学生就读了，送孩子
去城区读书的话要租房，还顾
不了地里的庄稼。

没想到 2019 年上半年开
始，益阳资阳区教育局对荞麦
园小学开始动工改扩建，教学
楼焕然一新，教室里添置了带
推拉式电子白板的多媒体设
备，食堂里明厨亮灶，操场上
铺上了绿茵茵的草地，修好了
塑胶跑道、篮球场和乒乓球
场，学校所在的长春镇政府还
修好了校门前的水泥公路。

那段时间，臧丽常常来学
校看看，她还是很犹豫，学校
确实建漂亮了，可老师呢？

臧丽还记得去年的 8 月，
资阳区教育局和村委会组织孩
子即将入读一年级的家长们开
会，宣布荞麦园小学和城区的
人民路小学实行“一体化”办

学，运行人民路小学管理模式，
该校骨干教师前来任教。臧丽
很惊喜，人民路小学是城区的
优质学校，优质资源送到家门
口了，这是大好事啊！臧丽毫
不犹豫地为慧敏选择了人民路
小学荞麦园校区就读，当时和
她做出同样选择的有 64 个孩子
的家长。

夏念红来荞麦园校区担任负
责人前，是人民路小学的教科室
主任。她带领 3 名年轻的骨干教
师来到荞麦园校区后，打造励志
励学的书香校园文化，引导教师
把每堂课上成精品课，抓实教学
常规管理，还开发农村特色校本
课程，凝练劳动教育特色。

“厉害了我的宝贝”自理能
力赛、“年味飘香迎新年”挂灯
笼吃饺子猜灯谜、“五美学生标
兵”表彰、广播操赛、舞蹈赛、
诗词赛等活动的开展，使得孩子
们越发喜欢上了学校，家长们也
常常在校园文化墙和学生才艺展
示墙前流连忘返。短短一年时
间，这所原先只有 5 名学生的小
规模学校“长”成了 3 个班 111
名学生的学校。

从 2019 年开始，资阳区不
断完善区直优质学校和农村薄弱
小规模学校“一体化”办学模
式，已有 4 所农村小规模学校与
石码头小学、实验小学、国基实
验学校等名校结对后发展成近
300 人学校，在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小规模学校“长大”记
通讯员 王小平 本报记者 阳锡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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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河北省威县一中的学生在使用“智慧课堂”电子设备学习。 王丽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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