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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陇原千秋基业

———甘肃 “两基” 攻坚纪实

冲碑忠

寄宿制学校学生在食堂愉快用餐

生动活泼的中小学生课堂

远程教育工程架起了贫困学生通向世界的 “桥梁”

甘肃省位于祖国西部， 地处黄河上

游，地域辽阔。 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山地、

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 地

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狭长，东西长

1655

公里，南北宽

530

公里，大致可分为各

具特色的六大区域：陇南山地、陇中黄土

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地以及

河西走廊以北地带。

这个东西狭长的省份， 曾孕育伏羲

女娲人文始祖， 曾有丝绸之路沟通中西、

河西走廊水草丰美， 也有军事要塞见证

历史。

亲如兄弟姐妹的各族儿女，世代繁衍

生息在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 甘肃全省

少数民族总人口

219.9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8.7%

。 世居甘肃的少数民族有回、 藏、东

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

族等

16

个少数民族。 其中，东乡族、裕固

族、保安族为甘肃的独有民族。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 ， 甘肃———这

片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古老土地， 成为西

部经济欠发达省份， 经济总量低， 综合

实力不强。

然而，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的历史进程中上， 甘肃各族儿女发扬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

精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穷省办出了大

教育，为甘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

千秋基业。

“两基 ”，交出一份

沉甸甸的答卷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甘肃省东乡族

自治县一个不大的会场里坐满了人，人们

脸上流露出焦急的神情。 当省政府“两基”

验收评估团负责人在会上庄严宣布东乡

县“两基”工作通过了省级检查评估验收

时， 会场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

久不息。 会场外礼炮齐鸣，欢声雷动，整个

县城沸腾了。

东乡族自治县是国列省扶重点贫困

县 ，全县海拔

1735

—

2664

米 ，年均降水量

350

毫米左右，年蒸发量高达

1387

毫米，全

县

28

万多群众分散居住在

1750

条梁峁和

3083

条沟壑中，自然条件严酷，素有“陇中

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陇中”之说。 面对

东乡县的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严峻

形势，近年来，东乡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

优先保证教育支出，教育支出达到全县总

支出的

1/5

， 学校面貌发生了较大改观，教

育发展的基础、活力和后劲显著增强。

与东乡县一道完成“两基”攻坚任务

的还有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玛曲县和

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 这

4

个都是少

数民族县，经济发展滞后、教育基础薄弱

成了共同特点，被人们称为“‘两基’攻坚

的硬骨头”。

随着这

4

个县“两基”通过检查验收，

全省

87

个县（市、区）实现了“两基”目标。

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甘肃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义务教育尤其

是农村义务教育，成为全省各族人民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得到实惠最直接、最广泛、

利益影响最长远和深入的领域之一。

然而， 为了这个梦想， 甘肃各族人

民整整期待了

30

多年， 也为之奋斗了

30

多年。

让时间定格在

20

世纪

80

年代。

198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 颁布 ；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

布施行；

1988

年，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工

作条例》……

令人欣喜的消息像一阵阵春风不断

吹过陇原大地，也在陇原大地上掀起了一

场举全民之力、兴旷世伟业、惠及全省人

民的“两基”大会战。 为实现“两基”目标，

甘肃各族干部群众铆足了劲儿。

近

30

年来， 从陇东高原到河西戈壁，

从黄河之畔到甘南草原……

45.44

万平方

公里陇原大地上， “两基” 攻坚的热潮

一浪高过一浪， 各族儿女放飞着 “两基”

的梦想。

艰难起步、务实规划、全面推进、全力

以赴、最后冲刺。 人们通常把甘肃的“两

基”历程划分成这样五个时段：

从

1980

年到

1985

年，甘肃“两基”艰难

起步，全省

23

个县（市、区）实现了普及初

等教育，为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1986

年开始至

1990

年，甘肃省科学规

划“两基”攻坚，全省有

44

个县（市、区）普

及了初等教育，

8

个县（市、区）基本普及了

九年义务教育，“两基”迈上了依法推进的

历史进程；

从

1992

年至

2000

年 ， 甘肃全面推进

“两基”攻坚，全省

81

个县实现了“普初”目

标，全省有

50

个县（市、区）实现了“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的目标，全省实现“两基”的县达

58

个，“两

基”人口覆盖率达

79.68%

；

从

2000

年至

2007

年，甘肃全力以赴实

施 “两基 ”攻坚 ，至全省实现 “两基 ”的县

（市 、区 ）达到

79

个 ，全省基本实现了 “两

基”目标；

从

2007

至

2010

年， 全省所有县 （市、

区） 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全省青壮年文盲率也控制在

5%

以下。

在实施“两基”的奋斗历程中，总有一

些日子让人难以忘怀。

1988

年至

1990

年，甘肃省政府史无前

例地先后在平凉、武威、酒泉等地召开了

六次大规模的集资办学现场会议，在全省

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集资办学

的生动局面。 几年时间，全省用于改善中

小学办学条件的总投资达

9.01

亿元， 办学

条件差的农村学校学生纷纷走出了黑窑

洞、破庙宇，用上了新校舍。 群众高兴地

说：“砖瓦房，白粉墙，五星红旗迎风扬，娃

娃进了新学堂。 ”

2003

年金秋时节。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

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

2007

年在西部

地区实现“两基”！

中国政府吹响的西部 “两基 ” 攻坚

号角高亢激昂！ 甘肃 “两基” 进入了冲

刺阶段。

为推动 “两基” 攻坚， 省政府每年

召开一次 “两基” 攻坚会议， 省政府与

各攻坚市、 县签订责任书。 省教育厅每

年召开一次现场汇报交流会， 全力推动

“两基” 攻坚工作。 义教工程、 农村寄宿

制学校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校安工程……

一大批工程的实施， 为甘肃 “两基” 攻

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甘肃“两基”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会

感慨地说：“新世纪初的

10

年来是甘肃农

村教育投入最多的时期，也是农村教育事

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 ”

在攻坚时刻，党的教育惠民政策让甘

肃如沐春雨。 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全面实施“两免一补”。

2006

年，

全省

87

个县（市、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

16692

所学校的

406

万名中小学生享受到

了免除学杂费这一党的阳光惠民政策 ，

262

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领到了教科

书，

53

万名贫困寄宿生得到了生活补助。

义务教育新机制的实施，对“控辍保

学”是强有力的促进，当年全省就有

3.8

万

多名辍学学生重返校园。

“以前，每学期开学我都很犯难，既要

为收取学费的事而费心，又怕贫困学生因

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新机制改革实施以

后，学校公用经费有了保障，再也不用为

经费的事发愁了。 而且，现在上学不收钱

了，老师们劝返辍学学生时腰杆硬了。 ”谈

起新机制改革的好处，陇南市一位贫困地

区农村中学校长感慨地说。

2007

年，“两基”攻坚还剩最后

8

个县。

这

8

个县中有

7

个少数民族县，“县贫民穷”

是这

8

个县共同的特点，校舍、师资不足，

辍学现象严重。 甘肃“两基”的这场收官战

役格外艰巨！

这

8

个县“两基”攻坚工作得到教育部

等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省委、省政

府也给予了政策倾斜和前所未有的资金

支持。省教育厅出台了“一县一策”帮扶政策，

发动各方面力量对

8

个县的“两基”攻坚给予

帮扶，成为甘肃“两基”攻坚的一大亮点。

2008

年，广河县、和政县、卓尼县实现“两

基”；

2009

年，宕昌县实现“两基”；

2010

年，碌

曲县、玛曲县、积石山县、东乡县实现“两基”。

至此，甘肃“两基”收官之战圆满完成。陇原儿

女用辛勤劳动和汗水书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

“两基”答卷。

“两基“目标的全面实现，为甘肃义务教

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树起了一座千秋基业的里

程碑， 为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

活力。

万千之力铸就教育基业

“两基”目标的实现，对于甘肃这样一个

经济欠发达省份而言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2010

年， 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4100

亿

元，大口径财政收入仅为

745

亿元，地方财政

收入为

353.6

亿元，全省尚有

348.8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3308

元。全省

87

个县（市、区）中的绝大多数县（市、区）财政

不能完全自给，

43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财政更是严重入不敷出。

经济的硬指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为了实现全省人民共同的教育梦想， 教育

的投入却逐年增长。 甘肃省级财政千方百计

确保义务教育投入“三个增长”，中央转移支

付、 工程建设项目和省级教育经费优先满足

教育特别是“两基”攻坚，地方教育费附加主

要用于义务教育。

在长期而艰辛的奋斗历程中，甘肃省委、

省政府领导对“两基”都给予了更多的关爱，

才保证了“两基”取得全局性的胜利。

近

30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甘肃各级

党委、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兴省、兴市、兴

县战略， 全力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不动摇，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教育，在经济

社会发展上优先安排教育， 在经费投入上优

先保证教育，在政策优惠上优先考虑教育，特

别是把“两基”作为重中之重，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和促进“两基”工作的重大政策

措施。 层层签订责任书、“双线三级”责任制、

“一县一策”帮扶制……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

施，调动了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变

压力为动力，变难点为亮点，强力推动义务教

育的普及、巩固和提高。

党中央、国务院与省委、省政府对教育的

高度重视， 激发起甘肃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

众、社会各界攻坚克难、如期实现“两基”的信

心和决心。

1989

年

8

月

10

日，榆中县作出了《关于开

展集资兴学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积极

集资办学。 在决定作出的第二天，榆中县委、

县政府召开全县集资办学广播动员大会，全

县设立

28

个分会场， 时任榆中县县委书记的

石宝士在大会上郑重地说：“要想穷变富，只

有靠教育！ ”短短数月，全县集资

403

万元，这

对于一个贫困的农业大县无疑是个奇迹。 时

至今日， 榆中集资办学的故事仍然在甘肃广

为流传。

榆中县集资办学的的故事是甘肃省在特

殊时期“两基”攻坚的一个缩影。“人民教育人

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用明天的钱，办今

天的教育”，成为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强

音。从各级党政领导，到广大干部、教师；从当

地干部、群众到在外工作的民工、教师、干部；

从本县企业家、经营户到县外、省外、国外的

仁人志士；从宗教上层人士至各界信教群众；

从古稀老人到稚幼孩童， 全社会都在为教育

献计献策，捐资出力，人人为教育尽心尽力，

作出了无私奉献，一箪食、一瓢饮、一元钱、一

个蛋、一根木、一片瓦，无不凝聚着广大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关怀和支持， 镌刻着各级领导

和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孩子的

责任。 “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家长苦供，亲友

苦帮，孩子苦学”，是这一时期广大贫困地区

办学的形象描述。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白继忠说：“今天，甘

肃教育事业能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也

是人民苦心、甘心支持的结果，是千百万人民

的艰苦创业为甘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人民群众

投入到‘两基’攻坚的历史洪流中，捐资金、出

劳力，为学校建设提供方便，用自己最质朴的

行动为教育奉献爱心。 ”

实施 “两基” 攻坚 ， 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 是一场涉及千家万户、 牵动整个社会的

惠民工程。 相关部门鼎力支持教育， 为 “两

基” 一路绿灯； 民营企业家为教育倾囊相

助； 乡村干部、 教职员工， 为每一个未脱盲

人员、 为每一个辍学孩子奔走在山乡小道

上。 而一系列重大教育民生工程的成功实施

为 “两基” 夯实了基础。

从

2004

年开始， 中央给甘肃每年的转移

支付资金中用于教育的达

4.5

亿元，其中

2.5

亿

元用于危房改造； 远程教育项目中央投入资

金达

4.05

亿元； 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工程中

央为我省安排专项资金

8

亿元。 此外，义务教

育一二期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国债项目、

援藏教育项目、中欧项目、中英项目等

20

多个

项目也先后在陇原大地落户。

各类教育工程和项目的实施， 使甘肃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

极大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学

校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撑起了甘肃教

育的一片蓝天。

甘肃省各级政府以项目实施为契机，加

大地方教育财政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的力

度，有力地改善了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现在，

在甘肃农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最亮丽的

风景在校园”已经成为现实。

随着各项工程的实施，实验室、图书室、

计算机室建设同步加强，中小学教学仪器，实

验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2010

年，全省绝大多数

县通过了普及实验教学验收，体、艺、卫课程

的基础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 农村中小学现

代远程教育工程实现了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

共享。

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蓝天白云下，美丽的草原上，一幢藏式风

格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校园里干净、整洁的学

生宿舍，各具特色的教室装饰，墙壁上精心设

计的藏式图案、标语，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气

息洋溢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甘南藏

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寄宿制小学的景象。 寄

宿制学校，让广大民族地区学生告别了“逐水

草而居”和“骑马走读”的历史，住进了宽敞、

舒适的学生宿舍。

不仅是民族地区，在陇南山区、陇东高原

等贫困偏远农村学校， 一座座设施完善的学

生寄宿楼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使曾经起早

贪黑、 跋山涉水上学的农村孩子过上了寄宿

生活。

2010

年，全省有

76

万多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过上了寄宿生活， 而且

64.1

万名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享受了生活补助。

为了让家长放心、学生住得安心，甘肃省

提高寄宿学校建设标准， 完善寄宿学校的各

项功能。甘肃省教育厅要求，寄宿制学校不仅

要优化专任教师结构，还要建设一支高水平、

懂管理、爱学生的生活服务队伍，做好寄宿学

生的生活服务保障。 不仅要关心寄宿学生的

“衣、食、住、行、医”，还要关心他们的“学、玩、

做、情、礼”，通过建立父母探访、家校沟通、家

长陪餐、保姆式就餐服务、高低年级搭配住宿

等制度， 弥补低年级学生在学校寄宿后家庭

教育、 亲情教育的不足， 把寄宿制学校建成

“爱生学校”。

庆阳市西峰区全力保障寄宿学生吃、住、

行、学、娱、医等

6

个方面的需求。

酒泉市肃州区政府出钱建立了农村寄宿

制学校学生统一接送制度， 对全区

10

所农村

寄宿制学校学生进行集中统一接送。

夏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中确定一名医护

人员为当地寄宿制学校的兼职校医， 并统一

配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 兼职医生定期不定

期为学生进行体检，宣传卫生防疫知识，监督

食堂食品卫生，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还为学生

免费发放了住宿和生活用品。

积石山县县财政筹措资金，配合国家“两

免一补”政策，对寄宿学生实施包吃、包住、包

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

……

在寄宿制学校建设和管理中， 各地不断

创新做法， 努力为寄宿生创造舒适人性化的

生活空间，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把寄宿制

学校建成了农家娃成长成才的摇篮。

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米堡村村民门建峰

说：“第一次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孩子吃

饭，比较放心，食堂很干净。 老师们对孩子都

很好，我也很放心。 ”

坚持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 提高办学质

量和效益，是“两基”健康发展、顺利实施的必

由之路。 近年来，甘肃省根据人口变化、地理

环境、经济水平和教育中长期发展需求，采取

“撤、并、挂、建”等措施，启动了把高中、初中

向城区集中，中心小学向乡镇集中，新增教育

资源向城区和乡镇学校集中的中小学布局结

构调整，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教育

资源结构和规模效益及办学质量。近两年，学

校布局调整又加大了推进力度， 已显现优化

态势。

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改变了分散办学

“规模小、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低、城乡差别

大”的状况。

甘肃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说：“为防止

‘一刀切’导致部分农村学龄儿童失学，我们

要求布局结构调整要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

群众教育传统为主，以群众意见少、愿意接受

为标准， 绝对不允许因草率调整导致一名学

生失学。 ”

中小学生“进得来、留得住”是“学得好”

的前提条件。 甘肃省各地创新“控辍保学”工

作机制。 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乡、村干部就将

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送到家长手中； 一旦有

辍学的孩子，乡村干部、教育局工作人员、学

校教师会“轮番上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直到学生顺利返校为止。

家住华亭县南阳洼村的刘吉祥老人，有

两个孙子， 都没有上完小学就回家当放羊娃

了。 乡政府干部来到他家，帮助他学习了《义

务教育法》后，他拍拍脑门说：“看来不送娃娃

念书还犯法哩！咱先人没有犯过法，不能让我

坏了祖宗的名声。”这是发生在华亭县的一个

“控辍保学”的故事。在“控辍保学”工作中，各

地大力宣传《义务教育法》，依法推进“控辍保

学”工作。

甘肃 “两基” 工作的重点、 难点在民族

地区， 民族地区的 “控辍保学” 工作， 宗教

界的作用不可小觑。 甘肃省各少数民族县重

视发挥宗教界人士的独特引导作用， 积极引

导宗教界人士在 “两基” 攻坚中发挥作用。

在大型宗教活动中广泛宣传适龄儿童少年接

受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使信教群众

进一步明白了送子女上学不仅是为了家庭的

未来、 后代的成长， 更是为了民族、 为了国

家繁荣昌盛。

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近年来，甘

肃各地严格执行教师持证上岗制度， 凡在中

小学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必须依法

取得教师资格。 各地在保证农村中小学教师

现有工资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了农村

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完善津贴补贴标准。

农村教师在职称评定、 评奖、 参加培训等方

面，也享受到了优先考虑、适当放宽政策、名

额分配有所倾斜等优惠政策。此外，甘肃省还

进一步完善了中小学教师队伍补充机制，“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

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长期在农村中小学任教

的“以奖代补”政策，为农村中小学补充了大

量优秀师资。 近

5

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共招考

补充教师

3.2

万多名。

甘肃许多学校坐落在大山深处， 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甘肃通过实施远程教育工程拉

近了偏远农村学校学生与世界的距离， 为孩

子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而教师们通过远程

教育更新了教育理念，改进了教学方法，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

教育的本质是要让每一个接受义务教育

的孩子快乐学习、幸福生活。 基于此，甘肃省

不断推进新课程改革， 努力在义务教育阶段

探索并推行新的学生评价机制。与此同时，学

校现代管理全面加强， 中小学校办学行为不

断规范。

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 为甘肃义务教

育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也使学生

“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目标的实现有了坚

实的基础。

迎国检促“两基”再上新台阶

按照国家的和省政府的有关部署， 甘肃

将在

10

月中旬接受“两基”国检。

“教育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重大的

民生工程。义务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

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各级党委、政

府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真正把义务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切实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抓住重点，形成合力，充分调

动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认真组织好 ‘两

基’迎国检各项工作。 ”对于“两基”迎国检工

作，省委书记陆浩如此要求。

2011

年

1

月

9

日，甘肃省“两基”迎国检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省长刘伟平出席会议

并亲自动员部署。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我们这一届

政府迎来了这个机遇。 完不成任务对不起自

己的良心，更对不起全省各族人民。 ”在一次

“两基”迎国检领导小组会议上，郝远副省长

充满感情地说。

迎国检启动以来，全省上下再次掀起“两

基”热潮。各地形成了领导重视、社会关心、全

民参与、高位推进的态势。 特别是各市、州及

其所辖各县（市、区）建立了“两基”迎国检工

作的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基本形成了

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有人抓、

事事有人管的工作格局。

7

月初，甘肃省派出督查评估小组，对各

地“两基”工作展开省级督查。

7

月中旬，甘肃

省邀请省教育部督导团对甘肃的“两基”进行

了预评估。

针对督查和预评估小组提出的意见， 刘

伟平省长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省 “两基” 迎

国检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

部署。

“哪个市县的‘两基’迎国检工作拖了全

省的后腿，纪检、组织部门就要和这个市县的

负责同志进行约谈，通不过的县区，县区长要

辞职。”

7

月

25

日，甘肃省政府举办“两基”迎国

检市县长培训班， 刘伟平省长神情严肃地对

全省

86

个县（市、区）的“一把手”说。

此后，《甘肃省两基迎国检工作问责暂行

办法》、《甘肃省落实“两基”国检教育经费投

入指标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甘肃的“两基”迎国检

工作顺利推进。

为了扎实推进“两基”迎国检工作。 甘肃

省教育厅

7

月中旬启动“两基”迎国检“百日会

战”。短短时间，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迎国检工作合力已经形成， 教育投入问题得

到了较好解决，“控辍保学”取得显著成效，

D

级危房已全部消除， 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配

备工作步伐明显加快。

甘肃省还发起了图书捐赠活动。 郝远副

省长带头捐赠了

100

册图书。在“两基”迎国检

领导小组会上， 省教育厅厅长白继忠在部署

图书捐赠活动时说：“捐赠图书是让全社会参

与‘两基’的一种形式，并不仅仅是捐几本书

的事。 ”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9

月

10

日，各地捐赠

的图书价值上亿元， 参与捐赠的各界群众数

以百万计。

甘肃还将“两基”迎国检工作情况及成效

纳入对省属部门、各州（市）政府、各县（市、

区）党委领导班子及“一把手”

2011

年度的目

标考核内容。 省教育厅把“两基”迎国检作为

今年工作的头等大事， 省教育厅实行领导包

片联系制， 不走大路走小路、 不走油路走土

路、不走熟路走生路，靠前指挥，务实指导。

迎检启动以来 ， 各地多形式广泛宣传

“两基”， 报纸有文字， 广播有声音， 电视有

图像， 显眼的地方有永久性标语。 做到了领

导干部、 广大师生和各族群众都懂 “两基”、

晓 “国检”。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在教育部

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面指导下，

经过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社会各

界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全面普及义务教

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提高各民族素质、陇

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