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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壮美的土地这是一片壮美的土地，，造山造山
运动在世界最年轻的高原上挥运动在世界最年轻的高原上挥
洒洒，，刻画出连绵千里的山脉和峡刻画出连绵千里的山脉和峡
谷谷；；沉默的雪山脚下沉默的雪山脚下，，““亚洲水塔亚洲水塔””
释放出的冰河川流不息释放出的冰河川流不息，，汇入大汇入大
江大河江大河。。

这又是一片极高极寒的土这又是一片极高极寒的土
地地，，与之相伴而生的贫困问题千与之相伴而生的贫困问题千
百年来困扰着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百年来困扰着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的人们，，直到几年前情况仍不容直到几年前情况仍不容
乐观乐观：：到到 20152015 年底年底，，域内全部域内全部 7474
个县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个县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建档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立卡贫困人口 5959 万人万人，，贫困发贫困发
生率高达生率高达2525..3232%%。。

作为曾经全国贫困发生率最作为曾经全国贫困发生率最
高高、、扶贫成本最高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脱贫难度最
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大的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脱贫答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脱贫答卷：：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全区最后全区最后1919个贫个贫
困县困县 （（区区）） 成功脱贫成功脱贫。。至此至此，，全全
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实现了实现了““脱贫摘帽脱贫摘帽””，，雪域高原雪域高原
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这幅壮丽的画卷上这幅壮丽的画卷上，，少不了少不了
教育浓墨重彩的一笔教育浓墨重彩的一笔。。

促进教育均衡促进教育均衡，，做做
大优质资源大优质资源

““教室和宿舍里没有取暖设教室和宿舍里没有取暖设
施施，，我们只能依靠校服和哥哥姐我们只能依靠校服和哥哥姐
姐们穿剩下的旧棉衣来保暖姐们穿剩下的旧棉衣来保暖。。我我
们用水在户外们用水在户外，，每到冬天每到冬天，，我们我们
接触了室外冰凉的水接触了室外冰凉的水，，手上都要手上都要
长冻疮⋯⋯长冻疮⋯⋯””20132013 年冬天年冬天，，一一
封来自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的求封来自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的求

助信在上海浦东区的机关干部中助信在上海浦东区的机关干部中
广为流传广为流传。。

信的作者是当时在江孜县江信的作者是当时在江孜县江
热乡小学读三年级的女孩格珍热乡小学读三年级的女孩格珍，，
在信里在信里，，她向对口支援江孜县的她向对口支援江孜县的
上海浦东区叔叔阿姨们求助上海浦东区叔叔阿姨们求助，，希希
望能为当地学生筹集一些御寒衣望能为当地学生筹集一些御寒衣
物物。。

今天今天，，格珍如果回到母校格珍如果回到母校，，可可
能会认不出这个自己上过学的地能会认不出这个自己上过学的地
方方：：宿舍有了电暖气宿舍有了电暖气，，教室装上了教室装上了
现代化的教学一体机现代化的教学一体机，，宽敞明亮宽敞明亮
的食堂每天饭菜都不重样⋯⋯的食堂每天饭菜都不重样⋯⋯

江热乡小学校长边旺对学校江热乡小学校长边旺对学校
曾经的艰苦条件记忆犹新曾经的艰苦条件记忆犹新：：““那那
时候学校没有暖气时候学校没有暖气，，宿舍也是几宿舍也是几
十人一间的大通铺十人一间的大通铺。。””

改变从改变从20162016年开始加速年开始加速，，那那
一年一年，，学生宿舍从大通铺变成了学生宿舍从大通铺变成了
干净干净、、整洁的整洁的 88 人间人间，，学生冬天用学生冬天用
水再也不用去户外水再也不用去户外。。在从自治区在从自治区
到县各级政府的经费支持下到县各级政府的经费支持下，，每每
年学校都有新建项目年学校都有新建项目。。

发生在江热乡小学的变化不发生在江热乡小学的变化不
是个例是个例，，在与这里相距在与这里相距 13001300 多多
公里的阿里地区札达县曲松乡教公里的阿里地区札达县曲松乡教
学点学点，，““8585 后后””校长旦增曲桑同校长旦增曲桑同
样感慨学校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样感慨学校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
化化。。

曲松乡教学点所在的曲木底曲松乡教学点所在的曲木底
村隐藏在羌塘高原的群山里村隐藏在羌塘高原的群山里，，平平
均海拔均海拔 45004500 多米多米，，周围是成片周围是成片
的无人区的无人区。。

旦增曲桑记得旦增曲桑记得，，自己自己 20112011
年大学毕业刚来报到时年大学毕业刚来报到时，，曲松乡曲松乡

教学点的围墙还是土夯的教学点的围墙还是土夯的，，高原高原
的冬天漫长而难熬的冬天漫长而难熬，，村子里当时村子里当时
没有电没有电，，天一黑只能蜷缩在被子天一黑只能蜷缩在被子
里⋯⋯里⋯⋯

如今如今，，修葺一新的曲松乡教修葺一新的曲松乡教
学点俨然已是村里最漂亮的建学点俨然已是村里最漂亮的建
筑筑，，教室里不但装上了暖气还有教室里不但装上了暖气还有
了供氧设备了供氧设备。。20172017 年年，，教学点教学点
又增设了幼儿园又增设了幼儿园，，周围的牧民孩周围的牧民孩
子无处入园的历史结束了子无处入园的历史结束了。。

““孩子学会了认很多字孩子学会了认很多字，，也也
懂 礼 貌 了懂 礼 貌 了 ，， 送 到 学 校 我 很 放送 到 学 校 我 很 放
心心。。””牧民央金拉姆说牧民央金拉姆说。。

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到广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到广
袤的藏北草原腹地袤的藏北草原腹地，，从千沟万壑从千沟万壑
的藏东乡村到遥远壮阔的的藏东乡村到遥远壮阔的““天上天上
阿里阿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养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养
分随着教育脱贫攻坚的推进分随着教育脱贫攻坚的推进，，被被
输 入 一 所 所 学 校 的输 入 一 所 所 学 校 的 ““ 毛 细 血毛 细 血
管管””，，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

对农牧区乡村学校来说对农牧区乡村学校来说，，与与
硬件条件一道大幅提升的硬件条件一道大幅提升的，，还有还有
教师队伍的素质教师队伍的素质。。

西藏近年来全面推进乡村教西藏近年来全面推进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师队伍建设，，实施强师德实施强师德、、补数补数
量量、、提质量提质量、、重管理重管理、、保待遇保待遇

““五大工程五大工程””。。建立了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区—
市地市地””两级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两级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
策保障体系策保障体系，，按照艰苦程度实施按照艰苦程度实施
差别化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差别化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
度度。。20162016——20192019 年年，，全区共落全区共落
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超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超 77 亿元亿元，，
惠及近惠及近11..9393万名乡村教师万名乡村教师。。

如上种种举措如上种种举措，，都指向同一都指向同一
个目的个目的———努力做大教育—努力做大教育““蛋蛋

糕糕””，，让全区孩子都能享受优质让全区孩子都能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教育资源。。

聚焦控辍保学聚焦控辍保学，，守守
住公平底线住公平底线

在平均海拔在平均海拔 40004000 多米多米、、人人
烟稀少的牧区做控辍保学工作是烟稀少的牧区做控辍保学工作是
怎样一种体验怎样一种体验？？对此对此，，阿里地区阿里地区
普兰县霍尔乡小学副校长达瓦扎普兰县霍尔乡小学副校长达瓦扎
西颇有发言权西颇有发言权。。

早些年早些年，，来自牧区的孩子因来自牧区的孩子因
为产生厌学情绪为产生厌学情绪，，读着读着就不读着读着就不
再回学校的情况时有发生再回学校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地在地
广人稀的普兰县广人稀的普兰县，，劝返辍学学生劝返辍学学生
并不轻松并不轻松，，达瓦扎西常常要自带达瓦扎西常常要自带
水和干粮水和干粮，，骑上摩托车去学生家骑上摩托车去学生家
里里。。遇到学生家住得离学校远时遇到学生家住得离学校远时

““一天才能跑一家一天才能跑一家””，，有的学生看有的学生看
见来人还会早早躲起来见来人还会早早躲起来，，让他一让他一
次次扑空次次扑空。。

教育脱贫攻坚绕不开控辍保教育脱贫攻坚绕不开控辍保
学这块难啃的学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硬骨头””，，这项这项
工作的成效不仅关乎每名辍学学工作的成效不仅关乎每名辍学学
生的命运和其背后家庭的福祉生的命运和其背后家庭的福祉，，
更关乎脱贫攻坚的更关乎脱贫攻坚的““成色成色””。。

20182018 年初年初，，西藏自治区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
专门出台文件专门出台文件，，就控辍保学工作就控辍保学工作
进行部署进行部署，，教育教育、、扶贫扶贫、、公安公安、、司司
法法、、民政等部门被纳入其中民政等部门被纳入其中，，与乡与乡
镇镇、、村村““两委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共同及驻村工作队共同
开展劝学工作开展劝学工作。。由教育由教育、、公安两公安两
部门共同提供部门共同提供，，借由大数据技术借由大数据技术
给出的精确劝返给出的精确劝返名单名单，，则让这项则让这项
工作的参与者们少跑了很多冤枉工作的参与者们少跑了很多冤枉
路路。。 （（下转第二版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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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起！12起！
这是 2015 年与 2020 年，

湖南省娄底市教育阳光服务中
心分别接到的举报数据。

一个小小窗口数据变化的
背后，是娄底教育行风的大改
变。学生书包轻了，教辅材料
征订混乱的局面改变了；食堂
伙食好了，从学生“口中夺
食”的黑手斩断了；校园风气
正了，违规补课、违规招生等
乱象不再。娄底市社会、家
长、学生对教育的满意度高

了，2019 年，娄底市人大评议
满意度为“满意”。

变化的背后，是娄底市坚持
不懈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坚定信仰，划好红线，
“同上一堂课”树正气

2016 年 9 月，李耀文上任
娄底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几个问
题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教育行风整体是好的，但是
存在三大‘顽疾’。”李耀文直言不
讳，一是教辅资料泛滥成灾，学生
用车拉，很多资料翻都没有翻过；
二是违规补课、家教家养多，家长
学生反映强烈；三是黑手伸进学
生嘴里，学生食堂成为学校“接待
部”“小金库”，学生吃不饱、吃不

好，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问题根源在哪里？
在于教师，在于师德师风！

“部分教师为了蝇头小利，
抛弃了教育理想，置师德师风于
不顾。这样搞教育，怎么搞得
好？”李耀文说。

也正因此，围绕“做‘四有’好
老师”这一主题，让全市教师“同
上一堂课”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

2017 年秋季开学前夕，娄
底市举行了第一次暑期师德师风
专题教育活动，主题是“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全市 5 万名教
职员工，用3天时间集中学习。

此后连续几年，娄底市都举
办了同样的“大课堂”，每一年
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主题。“每次
活动，我们做到 3 个结合，学政

治与学业务相结合、集中学习与
解决教育行风相结合、师德师风
建设与教师严管厚爱相结合。”
李耀文介绍。

每一次活动，都是一次全市
性的动员。活动以学校为单位进
行，农村偏远地区教学点由乡镇
中心学校组织，实现教育活动全
覆盖，确保教职员工人人参与。

活动按“坚定理想信念”“践
行师德规范”“提升专业素养”“先
进典型推介”“案例警示教育”五
大模块设计课程。第一天集中学
习理论，第二天进行反思和讨论，
查找问题并列出问题清单；第三
天“销号”整改，明确整改措施并
参加统一组织的师德师风考试，
做到“人人参与学习、人人发言讨
论、人人开展反思、人人参加考

试、人人进行整改”。
“我们扎实搞了 3 天。”新化

县芙蓉学校常务副校长曹石红
说，动员大会、分专题讲座、讨论
反思等环节都很热闹，教师们当
堂谈体会、谈问题，触动很大。

“良好的师德，就是要求教
师必须坚持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一
种敬畏心理。‘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永远是教师职业不变的准
则。”娄底六小教师宁丹在自我
剖析与总结材料里这样写道。

正面激励，反面警
示，“两个典型”明是非

如果说“同上一堂课”是娄
底师德师风建设的“口服药”，
用好“两个典型”则是打好“预
防针”。 （下转第二版）

学生书包轻了，食堂伙食好了，校园风气正了，家长满意度高了——

娄底教育行风悄然好转的背后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谭理 唐炜逸 袁愈雄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本报讯 （张磊 记者 陈晓
东） 2020 年宁夏高校毕业生 3.7
万人，较上年增长 6%。自治区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采取多种强有力
措施全力推动毕业生顺利就业，
使全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到76.7%。

精准施策是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关键，宁夏制定出台
了含金量较高的“稳高校毕业生
就业12条”，包括增加毕业生升
学深造机会，扩大硕士研究生招
生规模至 3471 人；扩大高校专
升 本 规 模 ， 招 生 计 划 增 加 至
2460 人；增加毕业生基层就业
数量，组织实施300名地方公费
师范生到中小学特别是急需教师
的学校任教工作，新招聘国家

“特岗教师”500 名、“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 380
名，“三支一扶”项目计划招募
3000名。

此外，宁夏增加毕业生就业
见习实习规模，支持企事业单
位、政府投资项目、科研项目设
立就业见习实习岗位，为具有宁
夏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提供见习实习岗位不少于 1 万
个。同时，提高毕业生创业带动
就业实效，加强高校毕业生创业
投资、项目对接、场地安排等支
持，降低自主创业门槛，让有能
力、有意愿的大学生走上创业之
路；加大毕业生灵活就业支持力
度，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临时
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
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就业。

增加深造机会 扩大专升本规模

宁夏制定稳高校毕业生就业12条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社厅、国资
委、扶贫办、教育厅等四部门日
前 联 合 下 发 通 知 ， 启 动 实 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
项行动，努力完成高校毕业生年
底就业率达到 88%以上的目标
任务。

新疆决定把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全面纳入就业创业专项行动，
持续实施线上服务促就业、就业
见习能力提升、困难毕业生就业
帮扶、高校毕业生创业支持、国
有企业专项招聘五大行动，加强
部门协同、工作对接，全力促进
毕业生尽早就业。搭建全区统
一、多方联动的线上服务平台，

向高校毕业生提供常态化不间断
多元化就业服务。针对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至少推荐 3 次岗
位信息、提供一次职业指导和一
次免费技能培训信息。

新疆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和 10
个未摘帽贫困县毕业生作为就业
援助重点，开展专项帮扶，优先提
供岗位、优先推荐录用。实施高
校毕业生创业支持行动，以 2020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为重点，通过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落实力
度、推进创业培训广覆盖、强化
创业服务等举措，到 2021 年 6
月底，引导 400 名 2020 届高校
毕业生实现创业就业。

开展线上服务、就业帮扶、国企招聘等

新疆专项行动促毕业生就业创业

本报西安 11 月 13 日讯 （记
者 冯丽）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西
安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秋季开学，
西安市共投用新建、改扩建学校
195所，新增学位19.4万个。

西安市教育局局长贾轶昊介
绍，2019 年 10 月以来，西安市
共组建“名校+”教育联合体
1052 个，覆盖学生 107 万人，

“名师+”研修共同体 1451 个，市
级“名校长+”研修共同体 60 个，
投入 15.2 亿元重点改造提升 202
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2020 年
招聘公办教师 7833 名，培训校

（园） 长、教师37.6万人次。
按照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要

求，西安市计划 2021 年秋季开

学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
园 126 所，其中，新建 78 所、
改扩建 48 所，建成后可新增学
位 10.8 万个。目前，三年行动
计划第二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已部
署，将从建学校、强队伍、扩优
质、提质量等 4 个方面抓好落
实。此外，深入实施“三名+”
工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持续
推进“名校+”教育联合体深化
升级和深度融合，强化动态监测
评估和考核奖励，进一步发挥

“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放大效
应。2021 年，全市将再组建市
级 “ 名 校 + ” 教 育 联 合 体 51
个，新组建区县级“名校+”教
育联合体200个，对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覆盖率达到100%。

西安明年增10.8万个学位
“名校+”教育联合体覆盖所有农村学校

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小学的学生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小学的学生

在阅读室看书在阅读室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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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大学生就业关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中央宣讲团 1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教育系统进行宣讲，中央宣
讲团成员，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陈宝生作宣讲报告。

11 日，陈宝生在教育部通
过视频报告形式，围绕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的意义、《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 起草过程、主要
内容和重大部署等方面，结合教
育实际，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
宣讲和深入阐释。北京主会场和
163 个分会场 1.4 万名干部职工
参加报告会，600 余万名干部师
生会后收看视频。

12 日，陈宝生到上海交通
大学主持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座谈
会，与地方教育部门，大中小
学、幼儿园、职教、特教等学校
校长、师生、家长代表及社区代
表交流互动，对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教师
队伍建设与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

13 日，陈宝生到中国人民大
学，通过“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向全
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和部分省份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作导学报告，对
全会精神专题教学提出“十个讲
清楚”“十个深刻认识”要求。平
台总浏览量超8万次。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在教育系统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