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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白雪皑皑的折多山翻过白雪皑皑的折多山，，
一望无际的塔公草原映入眼一望无际的塔公草原映入眼
帘帘，，这里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这里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缘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缘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曾是全国曾是全国““三区三州三区三州””深度贫困深度贫困
地区的典型代表地区的典型代表。。历史上历史上，，受受
地理区位偏远地理区位偏远、、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
落后等因素影响落后等因素影响，，甘孜州教育甘孜州教育
水平相对落后水平相对落后，，家长普遍不重家长普遍不重
视教育视教育，，每到虫草采集期每到虫草采集期，，娃娃娃娃
们就以各种理由请假去挖虫们就以各种理由请假去挖虫
草草，，老师们老师们““被被””放了假放了假。。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甘孜州狠抓甘孜州狠抓““义务教育有保义务教育有保
障障””，，大力发展边远牧区规模集大力发展边远牧区规模集
中办学和远程网络教学中办学和远程网络教学，，努力努力
实现实现““有学上有学上”“”“上好学上好学””，，家长家长
和娃娃们渐渐明白和娃娃们渐渐明白：：最好的最好的““虫虫
草草””在学校在学校，，最好的出路是读最好的出路是读
书书！！

““虫草总有挖完的虫草总有挖完的
一天一天，，读书才有出路读书才有出路””

1010 岁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快乐快乐
的读书时光的读书时光，，多彩的校园生多彩的校园生
活活？？

1010 岁岁，，对于道孚县格西对于道孚县格西
乡牧民新村的藏族女孩拉姆乡牧民新村的藏族女孩拉姆

（（化名化名）） 来说来说，，是干不完的农是干不完的农
活活，，是春夏之交的虫草是春夏之交的虫草，，是对是对
弟弟上学的羡慕弟弟上学的羡慕，，是皑皑雪山是皑皑雪山
背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背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改变发生在改变发生在 20182018 年年，，甘甘
孜州在原有控辍保学工作的基孜州在原有控辍保学工作的基
础上开展专项行动础上开展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严格落实

““六长六长””责任制责任制，，全面劝返安全面劝返安
置置66——1616岁适龄人员岁适龄人员，，抓紧在抓紧在
校生考勤和升学管理校生考勤和升学管理，，办好补办好补
偿教育偿教育。。也是这一年也是这一年，，扶贫干扶贫干
部和学校老师多次来到拉姆家部和学校老师多次来到拉姆家

中中，，做她父母的工作做她父母的工作。。
““送娃去读书吧送娃去读书吧！！””
““娃娃上学了娃娃上学了，，谁来干农谁来干农

活活、、挖虫草挖虫草，，这不是要抢我家这不是要抢我家
的劳动力吗的劳动力吗？？””

““虫草总有挖完的一天虫草总有挖完的一天，，
娃娃只有进学校好好读书娃娃只有进学校好好读书，，将将
来才有出路来才有出路，，你家才能过上好你家才能过上好
日子⋯⋯日子⋯⋯””

经过多方不懈努力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当年当年
99月月，，1010岁的拉姆终于走进期岁的拉姆终于走进期
盼许久的校园盼许久的校园，，那束曾被山峦那束曾被山峦
遮挡的教育之光遮挡的教育之光，，照耀着她幼照耀着她幼
小的心灵小的心灵，，孕育着无限可能的孕育着无限可能的
梦想梦想。。

甘孜州教体局副局长敖春甘孜州教体局副局长敖春
玲介绍说玲介绍说，，为了不让学生因贫为了不让学生因贫
失学辍学失学辍学，，从从 20152015 年开始年开始，，
甘孜州全面实施从学前教育到甘孜州全面实施从学前教育到
高中阶段的十五年免费教育高中阶段的十五年免费教育。。
从学习到生活从学习到生活，，从课本教材到从课本教材到
洗漱用品洗漱用品，，从营养午餐补助到从营养午餐补助到
高海拔取暖补助高海拔取暖补助，，从国家助学从国家助学
金到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金到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55 年来年来，，甘孜州累计投入资金甘孜州累计投入资金
2727..7575 亿元亿元，，资助学生资助学生 9595..8383
万人次万人次，，占全州总人口近五分占全州总人口近五分
之一的学生都成了这项政策的之一的学生都成了这项政策的
直接受益者直接受益者。。

丹巴县聂呷小学的学生家丹巴县聂呷小学的学生家
长降初泽郎给记者算了一笔长降初泽郎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账，，有了十五年免费教育有了十五年免费教育，，一一
个娃娃一学期能省下个娃娃一学期能省下 30003000 多多
块钱块钱，，他家里他家里 33 个娃娃个娃娃，，一年一年
就能省出一头牦牛的钱就能省出一头牦牛的钱！！

穷穷，，辍学辍学，，和父母上山挖和父母上山挖
虫草补贴家用虫草补贴家用，，早早结婚生早早结婚生
子子，，没有文化收入低没有文化收入低，，带着自带着自
己娃娃上山挖虫草⋯⋯这曾是己娃娃上山挖虫草⋯⋯这曾是
许多藏区农牧民的人生许多藏区农牧民的人生，，一个一个

世世代代难以跳出的轮回世世代代难以跳出的轮回。。这这
些年些年，，一个又一个藏族娃娃靠一个又一个藏族娃娃靠
着读书走出大山着读书走出大山，，让家长们看让家长们看
见了教育的力量见了教育的力量，，这比任何标这比任何标
语和口号都要打动人语和口号都要打动人。。

““9090 后后””藏族姑娘肖芳出藏族姑娘肖芳出
生于丹巴县色足村生于丹巴县色足村，，村子坐落村子坐落
在 著 名 的在 著 名 的 ““ 美 人 谷美 人 谷 ”” 中中 。。
20062006 年年，，由于父亲生病由于父亲生病、、家家
里经济困难里经济困难，，正读初三的肖芳正读初三的肖芳
离开了不舍的校园离开了不舍的校园，，跟着姐姐跟着姐姐
去外地打工去外地打工。。

20092009 年年，，四川省启动藏四川省启动藏
区区““99++33””免费教育计划免费教育计划，，每每
年组织约年组织约 11 万名藏区初中毕业万名藏区初中毕业
生和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到内地生和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到内地
免费接受免费接受 33 年中等职业教育年中等职业教育，，
同时支持藏区发展职业教育同时支持藏区发展职业教育、、
办好中职学校办好中职学校。。在老师的鼓励在老师的鼓励
下 和 帮 助下 和 帮 助 ，， 肖 芳 报 考 首 届肖 芳 报 考 首 届

““99++33””计划并被录取计划并被录取，，进入进入
国家级重点中专国家级重点中专——内江铁路内江铁路
机械技术学校学习机械技术学校学习。。

在那在那 33 年里年里，，肖芳不仅没肖芳不仅没
交一分钱学费交一分钱学费，，还有食宿还有食宿、、交交
通通、、书本和冬装等各类补助书本和冬装等各类补助，，
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毕业毕业
后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成都她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成都
轨道交通集团工作轨道交通集团工作，，成为中国成为中国
首位藏族地铁女司机首位藏族地铁女司机、、成都地成都地
铁唯一的女电客车组长铁唯一的女电客车组长。。

肖芳人生的变化肖芳人生的变化，，是许多是许多
藏区学生成长的缩影藏区学生成长的缩影。。据统据统
计计，，超过九成的超过九成的““99++33””计划计划
学生来自基层农牧民家庭学生来自基层农牧民家庭，，建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家 庭 学 生 占 到档 立 卡 贫 困 家 庭 学 生 占 到
1717%%以上以上；；经过经过 33 年的学习年的学习，，
3939%% 的 毕 业 生 月 收 入 超 过的 毕 业 生 月 收 入 超 过
30003000 元元，，真正实现了真正实现了““一人一人
就业就业、、全家脱贫全家脱贫””。。

““边远牧区的教育布边远牧区的教育布
局局，，决不能撒胡椒面儿决不能撒胡椒面儿””

““校长校长，，这多出来的这多出来的 8484 个孩个孩
子咋办呀子咋办呀？？””

今年秋季学期今年秋季学期，，道孚县八美镇道孚县八美镇
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年级原计划招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年级原计划招
生两个班生两个班，，结果开学报到当天结果开学报到当天，，竟然竟然
来了足足来了足足44个班的娃娃个班的娃娃。。咋多出来咋多出来
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孩子？？收还是不收收还是不收？？一道一道
道难题摆在校长达瓦让布面前道难题摆在校长达瓦让布面前。。

一问才知道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原来这些““多出多出
来来””的孩子都来自牧区的孩子都来自牧区，，本应在本本应在本
村或邻村读小学低年级村或邻村读小学低年级。。但牧区但牧区
人口分散人口分散，，牧民们冬季聚居在山牧民们冬季聚居在山
谷谷，，春夏则赶着牦牛在山野间游春夏则赶着牦牛在山野间游
牧牧，，娃娃们要想去学校娃娃们要想去学校，，躲不开少躲不开少
则几公里则几公里、、多则十几公里的山多则十几公里的山
路路。。此外此外，，多数新生都有哥哥姐多数新生都有哥哥姐
姐在八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姐在八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
读高年级读高年级，，家长认可学校的教学家长认可学校的教学
质量和日常管理质量和日常管理，，就把弟弟妹妹就把弟弟妹妹
们也一起送到了这里们也一起送到了这里。。

““既然家长信任学校既然家长信任学校，，我们一我们一
定要安排好老师定要安排好老师，，教好教好、、照顾好这照顾好这
些牧区的孩子些牧区的孩子！！””达瓦让布斩钉截达瓦让布斩钉截
铁地说铁地说。。

据统计据统计，，甘孜州共有甘孜州共有 385385 所所
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1414..11万名寄宿生万名寄宿生，，从从
小学到高中小学到高中，，都有近八成学生在都有近八成学生在
校寄宿校寄宿。。在寄宿制学校在寄宿制学校，，孩子们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条件有保障的学习生活条件有保障，，吃得好吃得好、、
睡得香睡得香，，家长再也不用为送娃上家长再也不用为送娃上
学担忧学担忧，，也便于控辍保学工作的也便于控辍保学工作的
开展开展。。建设规模集中寄宿制学校建设规模集中寄宿制学校
还能有效改善办学硬件条件还能有效改善办学硬件条件和教和教
师生活条件师生活条件，，有效解决了乡村小有效解决了乡村小
规模学校教师编制结构性不足规模学校教师编制结构性不足、、
队伍不稳定问题队伍不稳定问题。。

（（下转第三版下转第三版））

甘
孜
：
最
好
的
﹃
虫
草
﹄
在
学
校

本报

﹃
三区三州教育行

﹄
融媒体报道组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三区三州教育行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八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藏族学生

益洛在家做爸爸的汉语小翻译

。

本报记者

任赫

摄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笔笔笔谈谈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调
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落实这
一要求，要充分认识教育投入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
要意义，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教
育投入稳定增长，提高教育财
务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教育财
务战略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不断扩大教育投入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关心教育投入工作，先
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早
在 2013 年就强调，“中国将坚
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不断扩大投入”。在 2016 年
底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央有关文件关于“一个不
低于、两个只增不减”的要求，
即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
4%、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
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在所有
重点支出挂钩事项中，唯一保留
了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 4%这
一指标。这都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
决心。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进一步
健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体制机
制，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
源保障上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
展地位，建设教育强国。这就要
求我们必须在经济社会规划、财
政资金投入、公共资源配置上优
先安排、优先保障、优先满足教
育，必须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
角度不断扩展政策渠道、扩大教
育投入、扩充教育资源总量。

研判形势任务，准确把握不
断扩大教育投入的紧迫性。“十
三五”时期，我们千方百计保持
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确保了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
只增不减，确保了全国各级教育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
只增不减，保证了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逐年保持在 4%以上。这一成果
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
支矛盾突出的形势下取得的，实
属不易。随着 4%成果的持续巩
固，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
集教育经费的体制进一步巩固完
善。2019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首次超过 4 万亿元，带动全
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超过 5 万
亿元，有力推动了我国教育总体
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
“十二五”时期相比，一方面，

财政教育投入强度有所减弱。全
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80%以上来自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80%以上来
自地方，没有地方各级政府努
力，不可能实现和巩固 4%。另
一方面，社会教育投入力度有待
加大。社会捐赠收入和民办学校
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
的比例长期保持在 1%以下，非
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培养成本
分担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教育投
入占比偏低。

（下转第三版）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不断扩大教育投入
教育部财务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郭鹏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也是孩子们的‘大
家长’，我们今天带头上直播，就是要让全校
的教职员工都来帮忙找工作，为孩子们找一个

‘好人家’。”11 月 28 日，哈尔滨师范大学
“书记校长帮你找工作”大直播行动启动，党
委书记辛宝忠的开场白赢得了众多点赞。

辛宝忠向用人单位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基本
情况和近年来的主要成就、2021届毕业生生源
情况，并通过直播平台为毕业生募集招聘就业
岗位，向全校教职员工、用人单位和广大校友
发出号召，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毕业生
就业工作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首场“书记校长帮你找工作”大直播行动
募集岗位 5000 余个。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等
不确定因素，哈师大开辟线上、线下就业双通
道，由校领导出镜直播，给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搭建平台，确保毕业生就业渠道畅通，促进毕
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直播过程中用人
单位参与踊跃，毕业生热情高涨，互动交流十
分活跃。据统计，直播参与峰值人数达到150
万，近200家用人单位参与。

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
委副书记郭砾在线上进行了交流。在回答网友
关于“留省”还是“出省”就业的问题时，她
深情地说：“黑龙江的发展需要大量像你们这
样的年轻优秀人才留下来，我希望在龙江振兴
的征程上有更多哈师大学子的身影，在东北振
兴的丰碑上有更多哈师大学子的贡献⋯⋯”文
学院院长侯敏、研究生学院党委书记张艳君、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李林分别结合本单位
实际，向用人单位介绍了相关情况。

用人单位表示，这一活动体现了哈师大对
就业工作的重视和毕业生的关爱，对于增进用
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了解都有积极意义。

“这样的直播形式新颖、便捷高效，对于所有
参与直播的小伙伴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和
激励。书记和各位老师出镜助阵帮我们找工
作，我们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既暖心、
安心，也增加了就业的信心。”2021届毕业生
刘昕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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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关注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为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过滤
屏蔽网络不良信息，整治网络不
良社交行为，给未成年人营造一
个良好安全的网络环境，辽宁省
教育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
办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开展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专门
出台 《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实施方
案》，联手重拳出击，全力加大
网上巡查和执法力度，加强市场
准入、内容审查等关键环节监管
整治。

为加强对未成年人正面教育
引导，辽宁省此前重点整治了学
习教育类网站平台和其他网站网
课学习板块推送网络游戏、低俗
小说、娱乐直播等与学习无关的
信息问题。依托中小学网络云平
台及地方在线教育学习平台，集
中开展预防网络沉迷等专题活

动，让学生了解形形色色的网络
骗局，教授学生掌握防范方法。
同时，各级教育部门积极推动学
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辽宁省相关部门还对互联网
领域市场全面加强监管，落实网
络实名管理要求，纠正“未备案
接入”“黑名单网站再接入”等
违规行为。坚持“生态打击”策
略，严厉打击敲诈勒索、非法获
取个人隐私行为。遏制“祖安文
化”传播势头，规范媒体传播秩
序。依法查处对未成年人身心不
利的网络游戏广告。目前，未成
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已初见成
效。截至 10 月底，在“清朗”
等系列专项行动中，清理各类有
害信息976条，关闭违法违规网
站 521 个、账号 151 个，约谈网
站 52 个 、 账 号 持 有 人 74 人

（次），对网站警告56次。

辽宁专项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六部门联手 加大网上巡查和执法力度

本报讯 （记者 景应忠） 贵
州省日前发布 《贵州省外来人员
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规
定》，自2023年 （含） 高考起施
行。《规定》指出，学籍管理按分级
办学、分级管理原则实行“籍随人
走”，严防“高考移民”。不符合本

《规定》的考生，可以在贵州报考
高职专科学校。

《规定》 所称的外来人员随
迁子女指非贵州户籍或高考报名
截止前户籍迁入贵州的各类在黔
就业人员子女，明确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考生，可以在贵州报名
参加高考，不受报考批次限制：考
生有贵州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完
整学籍并在学籍所在校连续实际
就读 12 年，同时在贵州小学、初
中和高中学校毕业；考生有贵州
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并在学籍所在
校连续实际就读 3 年，同时在贵

州高中学校毕业。其父亲（或母
亲）在贵州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按规定
在贵州连续居住、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人员）
3 年；考生户籍在高考报名截止
前迁入贵州 6 年，有贵州初中、高
中阶段完整学籍并在学籍所在学
校连续实际就读 6 年，同时在贵
州初中和高中学校毕业；考生及
其父亲（或母亲）户籍在高考报名
截止前迁入贵州，考生有贵州高
中阶段完整学籍并在学籍所在校
连续实际就读 3 年，同时在贵州
高中学校毕业；等等。

《规定》 提出，考生资格审
查实行公示制度。县级招生考试
机构和考生就读学校在上报考生
有关信息前，须将考生信息在公
示栏 （网站） 和所在班级至少公
示10个工作日。

贵州高考生严格实行“籍随人走”
学籍管理按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