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到名字的同学请站起来回答

一声‘到’。”5月26日早上，越西县丁山

乡中心校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组工作

人员，他们手拿花名册，随机进入教室

点名，一一对学生进行核实。

这组队员来自教育厅挂牌督战凉

山州教育脱贫攻坚工作小组越西分

队。他们 5月 25日一大早从成都出发，

当晚赶到越西县。第二天就兵分两路，

分别前往越西县丁山乡和乐青地乡，

入校入村入户核查控辍保学责任制和

教育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

在丁山乡中心校和蚂蝗沟小学，

工作小组人员一手拿着乡政府提供的

户籍人口花名册，一手拿着学校班级

学生花名册，详细了解学校情况，学生

总人数、生师比、建档立卡户学生，转

入转出学生数，转出学生现在的跟踪

情况……特别对疫情期间的学生返校

情况进行核实，对转校学生、请假学生

等情况一一跟踪，多方确认。

丁山乡中心小学校长陶洪介绍，

学校上学期一共有 585 名学生，现有

582 名学生。“本学期学校有一名学生

因病休学，另外学校转出18名学生，转

入 16名学生，所以总体学生数与上学

期相差3名。”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和

当地政府对学生的流动或者流失情况

都详细记录和跟踪，均能准确说出学

生的流动轨迹和现状。

乐青地乡中心校有在校学生共

579 人，工作小组到校了解基本情况

后，决定随机抽取 5个班级，根据县政

府前期锁定的控辍保学名册和学校上

学期在校学生花名册等资料，进班点

名和问询班主任，核实每位学生的入

学就读情况。在得知存在部分学生当

日请假未到校的情况后，工作组决定

立即入户调查走访，核实请假学生去

向，确保见到学生本人。

细雨连绵，山路崎岖。工作组走在

乐青地乡罗波科村新修不久的水泥路

上，走访当日因事假未到校的两户学

生家庭。

在六年级一班吉克小兵的家中，

工作组见到了该学生。大家放心下来，

并利用入户的机会，和贫困户家长沟

通交流。吉克小兵的外婆汉语并不流

畅，但听到工作组鼓励孩子认真学习，

她十分开心。

在第二户马海阿呷木家，工作组

进门发现孩子不在，心一下揪了起来。

据了解，该贫困户家 16岁的姐姐马海

阿呷木和13岁的妹妹马海阿依木都在

学校就读六年级，今天两姐妹同时不

在学校，情况特殊。孩子妈妈告诉工作

组，因为两姐妹的姨妈去世了，当天她

们都在姨妈家帮忙。过了一会儿，穿着

彝族传统服装的马海阿呷木带着妹妹

回到家里，工作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

“我喜欢上学，特别喜欢上语文

课。”马海阿呷木大方地告诉工作组，

她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感受，面对面交

流中，队员们感受到了孩子对学习的

渴望。

“我们不仅是来督导，更是来共同

参战，与你们携手冲锋脱贫攻坚的最

后决战。”5月26日当天，工作组队员在

跟越西县委、县政府沟通时表示，在督

战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越西县控辍保

学取得的成效，同时，建议该县继续做

细控辍保学工作，落实相关责任人，及

时实现县、乡两级政府共享更新后的

数据，确保对每位学生入学就读情况

知根知底。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高校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

影响。日前，在我省高校陆续复学复

课的关键时期，教育厅召开了2020年

全省本科教学工作视频会。疫情面

前，本科高校如何应对？疫情之后，本

科教学又会有哪些变化？这些话题成

了参会人员讨论的热点。

应对危机，有力推进线上教学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省普通本

科高校根据教育部和教育厅的部署

安排，坚持“一校一策”“一校多策”

的原则，不断改进、优化在线教学组

织管理，持续推进在线教学工作。

“我们在升级硬件，实现技术赋

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提升教育理念、

改进教学方法。”四川大学副校长梁

斌介绍说，疫情期间，学校设置了 70
余门线上培训课程，全校 3000 多名

教师、1000 多名助教接受各类培训

和指导，同时，校院两级领导、督导

委专家深入在线教学一线听课、看

课，有针对性地提供教学指导。

西南交通大学在保证正常线上

教学外，还挖掘抗击疫情中的思政

元素，将抗疫过程中的先进典型融

入课程教学，开展了“阻击战‘疫’中

的责任与担当”系列活动。

截至目前，全省 51 所普通本科

高校全部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工作，

累计开设在线教学课程 40186 门，占

春季学期计划开课数的 84%。除部

分实践实验类课程之外，基本实现

课程应开尽开，学生在线学习平均

满意度超 90%。

抓住机遇，加强信息化引领

5月 14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

长吴岩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

疫情发生前的教与学状态，因为融合

了‘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在线教

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

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疫情的突发既是危机，也是机

遇，如何化“危”为“机”，主动求变，是

我省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融

合，建设一流本科课程，形态可以更

多元，形式可以更丰富，改革路径也

可以更宽泛。”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

冯晓云总结学校在线教学经验后说。

她透露，学校将发布该校一流本科课

程建设指导意见，引导教师利用线上

教学成果与经验建设多元形态的一

流本科课程。

西南医科大学副校长何涛也表

示，该校将以此次疫情下的线上教

学实践探索为契机，坚持不懈地推

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促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

革，为一流本科医学人才培养作出

新的贡献。

据了解，接下来，教育厅也将深

入实施高等教育信息化引领工程，大

力加强一流本科课程及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建设，大力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

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教

学改革，以“学习革命”推进“质量革

命”向纵深发展。

李江赴攀枝花市、凉山州开展专题调研

补齐“短板”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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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黄国兵 摄

本报讯（沈文）5月21日至

23 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江先后赴攀

枝花市、凉山州开展专题调研，实

地考察米易县、盐边县、德昌县、

西昌市等地，全面了解各地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情况，调研指导学

校疫情防控、教育教学有关工作。

李江强调，教育是百年树人、

静待花开的立国基业，既要按照

经济规律规划布局学校，又要遵

循教育规律立德树人；教育事业

要围绕区域经济版图科学规划，

学科专业要对标产业发展优化结

构，真正做到“围绕发展抓教育，

抓好教育促发展”；教育扶贫是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也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对照“小

康全面性”补齐“教育事业短板”，

对照“发展高质量”补齐“学校建

设短板”，对照“群众满意度”补齐

“教学质量短板”，实现“义务教育

有保障”，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教育厅

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殷
涛） 5 月 25 日，教育厅

召开全省 2020 年基础

教育财务、基建、后勤和

学生资助工作视频会

议。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张澜涛出席会议并讲

话。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杨亚培主持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9 年财务、基建、后

勤和学生资助取得的成

绩和重大进展。去年，全

省教育投入得到优先保

障、“两个只增不减”目

标全面实现，各级各类

教育均有了生均经费标

准且在全国排位全面提

升；教育脱贫攻坚取得

关键性胜利，啃下了控

辍保学这块硬骨头、建

立起全覆盖的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项目建设助

力脱贫攻坚保障学位供

给；义务教育学校办学

条件全面改善，全面改

薄胜利收官、薄改与能

力提升工程顺利启动、

教育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全面推进；学校后勤和

食品安全管理进一步夯

实，广泛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学生资助体系进

一步精准完善。

会议要求，2020 年

全省基础教育财务、基

建、后勤和学生资助要

做好 7 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紧盯脱贫攻坚，兑

现全面小康；二要狠抓

规划布局，为“十四五”

开好局；三要狠抓教育

投入，保障教育发展；四

要优化支出结构，突出

支持对教师的工资待遇、加快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优质均衡义务教育、优化

布局普通高中等重点；五要加快工程

进度、资金支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六要充分发挥后勤保障功能，

突出校园食品安全，确保疫情防控和

校园安全全面胜利；七要树立服务理

念，守住廉洁底线。

会议通报了 2019 年度基础教育

重大工程建设进度情况。成都市教育

局、广元市苍溪县教育局、乐山市教育

局等6家单位分别作交流发言。

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在主会场

参加会议，各市（州）、县（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同志、部门负责同志400
余人通过视频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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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升级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实习记者 梁童童

5月20日，教育厅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召开2020年

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以及陕西

等地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以不胜不休

的信念、不折不挠的韧性、不

破不立的举措，全力以赴打

赢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随

后，教育厅挂牌督战凉山州

教育脱贫攻坚工作小组各分

队再次赶赴凉山州7个县督

战，《教育导报》记者跟随赴

越西县工作小组深入学校，

走村入户，记录下脱贫攻坚

决胜的“会战”瞬间。

“念到名字的同学请站起来回答：‘到！’”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陈朝和 倪秀

李江（右三）在攀枝花市调研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图片由教育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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