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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斩“穷根”
———全国教育系统脱贫攻坚综述

“学校成了乡村
最美的建筑”

“学校是最美的建筑。 ”这句
话成了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得到
根本性改善最生动的写照。

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中学校长
韩周兴 1996 年参加工作，他印象
中所在的第一所农村学校———南
坑中学，“宿舍没有卫生间， 上个
厕所要到 100 米开外的山顶公共
厕所。 ” 第二所学校———良村中
学，“生均校园面积仅有 10 平方
米，没有运动场，校舍老旧，教师
宿舍时常漏雨”……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
教育面貌，教育部秉承“城乡一
体、重在农村”的原则，在政策、
资金项目上向义务教育及最困
难地区、学校、学生倾斜支持。 教
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央对地
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从
2013 年的 2365 亿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3468 亿元，其中 80%以上用
于中西部地区。

“用了几年时间，全都改善
了。 ”韩周兴说，良村中学已实现
整体搬迁，新学校距离原来学校
大约 500 米。 他现在工作的鼎龙
中学宿舍楼、塑胶运动场、图书
馆都是崭新的。

2013 年以来，我国累计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0.8 万所，760 个贫困县通过县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
实地督导检查， 全国 99.8%义务
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
达到基本要求。

在改变贫困地区学校面貌
这场攻坚战中，如何改善深度贫
困地区的教育落后面貌成了难
啃的“硬骨头”。

红土山村位于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东部，是一个
深度贫困村。 长期以来，受地理
位置、交通条件、思想观念等诸
多因素制约，群众受教育程度不
高，经济意识、发展意识较为薄
弱，生产生活条件落后，总体贫
困程度深。 再加上不重视子女教
育等问题，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
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

红土山村所在的勤丰镇结
合全镇脱贫攻坚实际，用教育精
准扶贫打破红土山贫困代际传
递，构建了“1 个目标，2 个重点，
3 类群体，3 个活动”的“圆梦助
学”扶贫新模式。 现在，红土山深
度贫困村落后的教育面貌得到
极大改善， 实现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红土山村高中生零的突
破，为红土山深度贫困村“育好

一代人”和阻断代际传递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上学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贫困地区学校硬件的改善
为教育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对于全国的教育人来说，面
前依然摆着一个难题：解决义务
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
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历史性
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义务教育
有保障”， 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
标之一。

韩周兴依然记得两年前的
那个 3 月，2019 年的 3 月 20 日，
他从距离兴国县 500 公里以外
的揭阳，成功把小阳（化名）劝返
回了学校。

那年的 2 月 21 日是开学报
到的日子，正在上八年级的小阳
没有到校。

第二天，学校老师来到了 30
里外的小阳家，对小阳的养父母
说明了来意，但他们却说：“你们
还是别找他吧，我们都好久没见
他。也不知道他‘荡’哪儿去了。 ”

“找不到孩子，在这偏僻的
小山村里就多了个游荡的问题
少年。 ”韩周兴说，必须把孩子找
回来。

就像韩周兴老师一样， 千千
万万的教育系统干部、校长、教师
带着这样的信念， 行走在控辍保
学的路上：甘肃省康乐县的“劝返
小分队”用 19张火车票、9天车程
和超过万里的行程找回了失学的
三个姐弟；在云南，蒙自市第三小
学教师李乔生、 曹盛昌每周坚持
送教上门， 教患有脑瘫和肢体二
级残疾的小童识字算数……

尤其在“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更是实施了“一人一
策”的控辍保学工作方案，建立
了教育扶贫台账，摸底贫困教育
人口底数台账，每年春季、秋季
学期进行建档立卡贫困教育人
口信息比对，精准定位每个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保证底数清。

当韩周兴最终把小阳从 500
公里以外的建筑工地上领回学
校，他给那天的工作日志起了一
个充满诗意的标题———“孩子，
花开的季节，你怎能忘了绽放？ ”

不抛弃不放弃。 贫困地区一
线的干部、老师用自己的双脚织
起了一张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
网，兜住孩子的受教育权，确保
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年
底，全国建档立卡家庭辍学学生

实现动态清零。

打造“留得住、教得好”
的教师队伍

当“有学上”成为现实，“上
好学”就成为贫困地区学生家长
最迫切的需求。 既要“学有所教”
还要“学有优教”。 而要提高教育
质量，保证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无疑是重中之重。

近些年教育扶贫已经逐渐
从捐款捐物、援建学校、资助学
生逐步向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深度拓
展，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
教师队伍。

数据显示，“特岗计划”实施
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招聘教师 95
万名，覆盖中西部 1000 多个县、3
万多所农村学校。“国培计划”培
训中西部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近
1700 万余人次。连片特困地区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惠及 8 万多所
乡村学校 127 万名教师，选派 19
万名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
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支教。 乡村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
本科以上学历占 51.6%， 中级以
上职称占 44.7%。

不久前， 天津市武清区天和
城实验中学教师马强结束了在云
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支教，跟
他同去的还有妻子———杨村第一
中学教师王超，以及 7岁的女儿。

“这不是我第一次支教，我
以前还去过甘肃等地。 ”马强说，
“就是单纯地想为那里的教育尽
自己的微薄之力。 ”

据了解，为提升“三区三州”
的教育水平，教育部组织“国培计
划” 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
所在学校教师，建立“校长+教研
组长+骨干教师”支教团队，组团
式“一对一”帮扶凉山彝族自治州
14 个县市和怒江州全部县市，将
顶岗支教升级为团队管理打包帮
扶， 支教同时培养当地学校管理
队伍和骨干教师、教研队伍，整体
带动教师能力素质提升。

夫妻二人都去支教，7 岁的
女儿怎么办？

留在天津会给老人增添很
多负担，反复思量后，夫妻二人
作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带着
女儿一起走。“这里的孩子能在
这片淳朴的土地上学习和生活，
我们的孩子也能。 ”马强说。

在马强看来，一个教师能带
给贫困地区学校的改变其实是
有限的，因此要最大限度发挥支
教教师的作用，“用自己的行动

影响周边，要站好每一次讲台”。
马强的每一节课都是公开

的，哪个老师都可以去听课。 他
要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变成每一
个实实在在的课堂教学，变成每
一次师生间的互动。 令马强欣喜
的是，在这样“手把手”的传递
中， 一位刚刚 20 岁出头的年轻
老师，已经能做得非常好了，“甚
至比我处理的都好”。

近年来， 中央财政每年拿出
21.5亿元专款，进行中小学教师培
训。随着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整
体提升， 很多贫困地区有了一支
“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队伍。

拓宽贫困学子
纵向流动的通道

2020 年夏天，一条“收到清
华录取通知书前还在工地打工”
的热搜让孙川成为公众关注的
对象。 孙川来自凉山州冕宁中
学，这一年高考，他以 675 分的
成绩被清华大学机械、航空与动
力类专业录取。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
生。 ”孙川告诉记者。孙川出生于

“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区的一个
农村家庭，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母亲是小学代课教师。 孙川是家
中长子， 从小就要照顾弟弟妹
妹，还要帮父母干农活。

如今，孙川已在清华大学学
习半年有余。 放眼全国，数以百
万的家庭像孙川家一样，实现了
大学生零的突破。

近年来，结合农村和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教育部持
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不断优化
完善政策措施，构建起保障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
长效机制。

2020 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在
全国共录取国家专项计划 190
人；2020 年， 清华大学来自西部
地区省份的学生约占 26.6%，农
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 20.2%，获
得清华大学自强计划降分录取
优惠认定人数及录取人数均创
历史新高。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 专项

计划招生人数由 2012 年的 1 万
人增至 2020年的 11.7万人，累计
超过 70万人。 中科院第三方评估
显示， 专项计划得到社会广泛认
可，地方满意度达 100%，学生满
意度达 90%，高校满意度达 80%。

“进得来”，更要“留得住”。
如今，我国已建成覆盖学前

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实现各教育阶段全覆
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基本做到

“应助尽助”。 各高校按照“一人
一档”“一人一策”要求对贫困家
庭毕业生进行重点帮扶，促进贫
困家庭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 近 3 年来，每年超过 50 万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实
现了更充分就业，离校就业率均
高于当年全国总体水平。

从教育脱贫一代
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女儿从县中职校毕业后，
已经工作了，每个月工资 3000 多
元。 有了这份收入，我们家很快
就能脱贫了。 ”新疆和田地区洛
浦县多鲁乡阔尕其艾日克村村
民布帕太姆开心地说，“女儿上
职业学校太重要了， 没有技术，
就没有谋生的技能，我们家就难
脱贫，也难过上好日子。 ”

“一家一个孩子读中职校，
毕业后一个月挣 3000 元，一年 3
万多元，就可以带动全家脱贫。 ”
洛浦县教育局局长高电坤说，县
里的职业高中在新疆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的“托管”下，已有毕业
生 5000 多人。

“其中，90%以上的毕业生选
择留在县域内发展，当前洛浦县
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内各大企业
生产一线的主力军就是县中职
校的毕业生，占比达 50%以上。 ”
高电坤说。

据了解，教育部通过扶持“两
后生”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机会、
完善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就业资助
帮扶体系等重要手段， 使教育成
为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重要
途径。 （据《中国青年报》）

带着孩子一同支教的马强、王超夫妇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庄严宣
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8 年时间，我国

实现了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 1 亿贫困人口脱贫。
脱贫攻坚路上，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精准施策，补齐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短板，实现了 20 多万

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确保“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孩子失学辍学”；“智志双扶”让 514.05 万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