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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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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支持云南
省弥渡县花渔洞光伏提水
工程。 资料图片

②中山大学专家在云
南省凤庆县进行规划调
研。 资料图片

编者按：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教育部直属高校
把自身优势与帮扶地区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帮扶模式，成为中国教育脱贫和教育促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把乡村振兴作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
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十年来，教育部切实履
行直属高校定点帮扶牵头职责，部署75
所直属高校全面投入帮扶，攻坚克难，
接续前行，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持
续推进乡村振兴。

八年脱贫攻坚战，两年乡村振兴
路。直属高校师生用情用力，以实干和
担当交出了新时代定点帮扶工作的一份
亮眼答卷。

地方所需，高校所能
探索形成特色帮扶新路径

最近，在被誉为“滇红之乡”的云
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当地师生又见到了
熟悉的“中山绿”。利用暑假，来自中

山大学的师生团队为凤庆县鲁史中
学、红塘小学等带来了丰富的科

普和文化活动。
从 2013 年启动定点

帮扶工作以来，中山
大 学 结 合 当 地 所

需，集结优势资
源 支 援 凤
庆。学校研

究生支教团在当地接力支教8年，10家
附属医院通过驻点帮扶、下乡义诊等方
式为凤庆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打造
了一批重点科室基地，发挥学科优势
帮助当地发展滇红茶、金丝黄菊等特色
产业……2018年年底，凤庆县贫困发生
率从2014年的16.69%降至0.87%，并于
2019年成功退出贫困县序列。

这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十年帮扶路的
小小缩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
亚表示，十年来，各直属高校充分发挥
学科、科技、智力和人才优势，与帮扶
县密切配合，坚持定点帮扶、重点突破
与联合作战、全面提升相结合，逐步探
索形成了应帮扶县所需、尽高校所能的
特色帮扶路径。

在教育帮扶方面，援建捐赠、师生
支教、师资培训等成为75所直属高校的
共同行动。据统计，十年来，直属高校
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同步推进，累
计培训教师11.64万人次，促进帮扶县教
育教学质量实现提升。此外，37所直属
高校还承担了支援14所部省合建高校学
科建设的任务，有效提升了合建高校办
学水平，发挥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辐射带动作用。

在产业帮扶方面，直属高校通过制
定产业规划、引入专业力量、促进成果
转化等一系列举措，十年来累计培训基
层干部和技术人员77.76万人次，帮助制
定规划类项目1352项，落地实施科研项
目1949项，很多帮扶县村集体产业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在健康帮扶方面，各直属高校深入
开展医生和设备支援、医护人员培训、
巡回医疗和卫生知识宣传等工作，一大
批帮扶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三级医院。
在消费帮扶方面，各直属高校通过“订
单式”农产品直供基地、工会购买、师
生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十年来累计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
区农产品44.01亿元，在国家消费帮扶

“832”平台购买额度始终处于中央单位
的前列。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张琦认为，过去十年，直属
高校定点帮扶工作成效显著，并且“在实
践中形成了多样化各具特色的精准帮扶
路径，推动了帮扶地区全面均衡发展”。

内外联通，强化协同
创新拓展“增效”式帮扶模式

6月12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大理
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等共建的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院大理烟草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成立。作
为连接农户、企业和科研团队的重要纽
带，这一科技小院将是中国农业大学以
科技创新助力当地产业振兴、生态振兴
的重要平台。

从“单兵作战”到“组团协助”，中
国农业大学通过搭建多方共同参与的研
究平台，以科技赋能助力地方乡村发
展。如今，学校不仅创建了480个科技
小院，还形成了5个地方产业研究院、4
个地方乡村振兴研究院、178个教授工
作站、24个校外实验站和121位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科技推广队
伍，“三院两站一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得
以建立。

十年来，各直属高校强化校际协同，
坚持合作共赢，分领域成立了农林、教
育、旅游、健康、消费、城乡规划、非遗（文
化）、资源环境等八大高校帮扶联盟，共
有131所部属省属高校和企业参与，形成
了北京大学“乡村振兴千万带头人培养
计划”、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等一
批发挥联盟作用、具有示范带动意义的
工作模式，实现了从高校扶贫“单兵作
战”的“攻坚战”逐步转向高校帮扶“多方
联动”的“集团战”，显著提高了定点帮扶
的整体效力。

为加快构建高校支撑乡村振兴的科
技创新体系，2018年，教育部出台了
《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2年）》。五年来，各高校建
成了以塞罕坝人工林科学观测站为代表
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分子设计
育种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级各类科
研平台200余个，成立近800个教授工
作站、乡村振兴基地、科技服务点等乡
村振兴对接点，助力了当地产业转型升
级和区域创新发展。

十年来，各直属高校既是统筹协
调、组织调度的“指挥部”，也是支持保
障挂职干部、专家教授、青年师生一线
作战的“后勤部”，还是动员协调校友、
企业等社会资源的“联络部”，集学校合
力、聚校友之情、承社会之助，形成了
校内外联动的帮扶局面，实现了定点帮
扶的提质增效。

据统计，各直属高校累计投入和引
进帮扶资金44.35亿元，帮助引入企业
663家，引入企业实际投资额151.6 亿
元。此外，教育部连续举办六届直属高
校、四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推
选活动，遴选出172个特色案例，促进
各学校互学互鉴。

脚上有泥，心中有情
开辟深化立德树人大课堂

在陕西省蒲城县奶山羊产业智慧养殖
数据中心的大屏幕上，参观者可以看到羊
舍实时图像、发病数据等情况。依托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人才科技支撑，智慧养殖有
效降低了当地奶山羊养殖成本。

2018年加入这一扶贫项目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宋卓琛
印象最深的是，平常做着航天遥感等“高
大上”研究的老师们，常常带领大家在气
味熏天的旧羊圈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
说，“这些羊舍里的科研不仅让我们找到
了农户们关注的真问题，更在实践中收获
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自豪。”

十年来，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实
践中，75所直属高校的广大干部师生走
进乡村、贴近群众、服务一线，不仅与
对口帮扶地结出了累累硕果、种下了深
厚情谊，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场
立德树人的大课堂上，接受了一场生动
的国情教育。

十年来，高校在帮扶地区建立了近
百个教育培训、劳动教育、创新创业、
志愿服务等实践基地和育人平台，一批
又一批师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研
成果用到乡村，使高校与乡村紧密融
合、共同成长。从2018年开始，依托

“科技特派员”“博士服务团”等项目，
高校累计派出师生超17万人次，深入乡
村振兴一线，持续开展调研交流、社会
服务等活动；2016年以来，共有32个直
属高校集体和个人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
和脱贫攻坚先进表彰。

今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2022
届毕业生黄培倬与学院其他6名应届毕
业生一起，成立了一家文旅产业公司，
希冀以优质的乡村产品和服务，搭建起
乡村和城市协调可持续的共同发展之路。

“广东的改革开放，上半场在城市，
下半场在乡村。”课堂上老师的话，他们
深记在心里。到乡村去追梦，借助学校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这群年轻人不仅在
大三就创立了“乡漂漂”团队，还决心
把广袤乡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舞台。

聚焦“三农”，决胜脱贫攻坚，助力
乡村振兴，回望这十年，张琦感慨地
说，在这条践行时代使命的教育帮扶路
上，直属高校始终将高校科研教学、人
才培养与定点帮扶实践相结合，把党和
国家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我国脱贫攻坚
的最前沿、第一线，为脱贫致富作出了
应有贡献。

教育帮扶点亮乡村振兴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梁丹

从2013年定点帮扶云南省
大理州洱源县以来，上海交通
大学持续发挥科技和人才作

用，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
同发展；将学科优势与高原资源

优势有机结合，打造洱源的“绿色品
牌”；发挥高校特点，培育带不走的

基层科技队伍和洱源未来发展的生力
军，努力探索出一条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

特色路。
学校坚持党委对帮扶工作和促进乡村振兴

工作的全面领导，做好持续性机制建设。成立上海
交大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组长，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振兴工作组织体系，明
确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通过专项帮扶基金和上海交大云

南（大理）研究院等特色创新平台的建设发展，有序组织和促
进校内外资源投入，为帮扶工作提供长期的资金和智力保障。

学校不断优化帮扶项目台账制度，努力做到帮扶项目可持续，帮
扶资源与需求精准对接，帮扶成果可复制、可推广。学校吸收各方爱心
资源形成的“心”“行”“梦”“恒”帮扶基金，为开展先心病患儿救治、
困难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和“美育西南乡村助教”等专项行动提供源源不
断的支持。学校还通过乡村振兴专项支撑，先后完成自然能提水灌溉工
程、改造邓川镇初级中学食堂和“点亮乡村振兴路”亮灯工程等民生项
目，不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促进特色学科建设与特色资源优势合力发展，用知识之花映衬乡
村振兴硕果。上海交大将高原绿色农业技术与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相结
合，助力打造“洱源绿色品牌”；建立上海交大洱源专家工作站，将学校实
验室建到田间地头，并与当地政府共建产业基地与实验基地结合的科
技示范村，积极探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基层科技队伍，培育一批洱源未来发展的生力
军。上海交大与洱源县组织部门共同开展“墩苗育才”计划等项目，
集中培训基层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通过专家与合作社、农户结对，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培训与科技服务相结合。连续选派9届研
究生支教团，前往洱源县中小学接力支教。此外，学校还成立了“子
午连心”教育共建基地，研究生党员与洱源高中生帮扶结对，为洱源
发展培育一批又一批的生力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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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全面践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使命担当，专门成
立了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立足江苏、侧重华东、辐射全国、服
务社会，聚焦学科团队、服务模式、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用心用
情用力高质量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聚焦优势学科团队，选准服务乡村振兴发力点。学校强化学科
优势和特色，围绕种业创新、黑土地保护、碳达峰碳中和等关键领
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特色学科牵引产业链条，菊花遗传
与种质创新团队在全国打造20余个“菊花海”，开发菊花茶等旅游
产品，前伸后延牵引菊花产业链条。以优势学科攻克“卡脖子”技
术，水稻遗传育种团队攻克水稻杂种不育难题，使长江流域粳稻摆
脱水稻“癌魔”侵扰。

聚焦推广模式创新，打通服务乡村振兴关节点。学校创新“线
下建联盟、线上做服务”的农技推广服务模式，建设“综合示范基
地+特色产业基地+分布式服务站”乡村振兴基地体系，联合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技术供给主体、市场销售主体等组建稻麦、瓜
果、蔬菜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盟50余个，服务新型主体2000余
户。开发“南农易农”APP，组织 200 余名专家教授为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8000余个用户提供在线监测、诊断、控制和专家
指导。

聚焦转移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和乡村振兴结合点。学校强
化技术、资本、人才、服务等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完
善转移转化稳定支持机制，成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和科技成果转化
领导小组，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完善激励机制；与政
府、企业共建技术转移分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载体平台60
余个，牵头成立长三角高校联盟农业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加强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聚焦乡村人才培养，筑牢乡村人才振兴支撑点。学校结合现代
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实际，整合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建设乡村振
兴教学案例库，积极探索新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新型职业农
民培养摇篮，依托学校“乡村振兴学院”“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
校”，开设40余项培训项目，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骨干、现代青年
农场主和农业产业种植大户等开展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
服务型培养，引导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生力军。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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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教育部各直属高
校累计为帮扶地区投入和
引进帮扶资金 44.35 亿
元，帮助引入企业663家

44.35
亿

￥

十年来，累计培训
教 师 11.64 万 人
次，累计培训基层
干部和技术人员
77.76万人次

11.64
万

17
万

依托“科技特派员”
“博士服务团”等项
目，累计派出师生超
17万人次，深入乡
村振兴一线

建立技术转移中
心、技术转移服务
平台超过 500 个，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500

十年来，累计购买和
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
产品44.01亿元

44.01
亿

￥

十年来，帮助制定
规划类项目1352
项，落地实施科研
项目1949项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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