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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薄工作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中央已累计投入专项资金978亿元，带动地方投入2300多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赖斯捷 李
伦娥）“‘小星’为你加餐啦！快
来食堂，让你吃得饱饱的！”直播
视频里，学生扮演的“小星”手
拿印有卡通头像和24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容的 8 元餐券，一
张张派发给在食堂用餐的同学
们。“很潮很贴心，接地气够温
暖。”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对学校近
日推出的学生“网红”送餐券微
直播满意度颇高。

湖南师大自2016年秋季开学
推出“辅导员‘网红’带你游师
大”至今，已有31场直播，积累
下 13.5 万余名粉丝，观众数超过
41 万人次。“让学生成为网络文
化建设的主人，让网络成为传播
核心价值观的高地。”十余年来，
湖南师大坚持以此理念开展“互
联网+思政工作”，依托“星空”
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引导青
年学生关注网络正能量。

“学生爱用什么，我们就建什
么。”近 10 年来，每当互联网出
现一种新技术，该校“星空”大
学网络文化工作室就会推出相应
网络平台，积累至今，已有星
网、“星籁”微博、“小星”微
信、“星空”辅导员博客等 8 个平
台。其中，星网自创办以来访问
量已近600万。

在“网红”微直播迎新大获
好评后，湖南师大又计划打造新
平台：校园辅导员、学生榜样

“网红”队伍走进星空“网红”直
播平台。“学生爱用什么，我们就
建什么；学生在哪，我们的工作
场就在哪。这样才能保证留得住
学生的心，最终才能让学生跟着
我们走。”学工部部长向发意说。

“师生共建校院两级网络文化
工作室，将‘你’和‘我’变成

‘我们’。”湖南师大于 2003 年设
立学生网络教育管理办公室，下
设内容编辑、产品开发等 5 个部
门，负责“星空”8 个平台的日
常运转。

“老师就我一个，其余 60 多
名工作人员全部是课余‘打工’
的学生。”该办公室负责人陈丽荣
告诉记者，目前已有的“星空”
校级和10个院级网络文化工作室
的各项文化产品，从策划、推动
到运营，学生几乎“一手包办”。
辅导员程抗说，共建模式下，当

学生加入到思政工作队伍中后，
这项工作才算真正走进了学生心
里。

“我院新生在报到四五个月
前，就已被‘网罗’到‘星空’
之下。”湖南师大音乐学院党委副
书记黄丽萍说。在其他学院，从
新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类似工作
也在同步推进。大一新生张伟
岩，从辅导员建立的微信群中了
解到“星网”招聘学生志愿者信
息后，主动报名并最终如愿成为
形象代言人“小星”的扮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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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方 梦
宇） 记者近日从2017年安徽省教
育工作会议上获悉，安徽今年高
招将合并普通文理科二本和三本
批次招生，将三本批次招生并入
二本批次。如此调整后，将扩大
考生的选择范围。

多年来，安徽高考普通文理
科招生一直按照提前批、一本、
二本、三本、高职 （专科） 这 5
个批次录取。该省教育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将高
校划分过一本、二本、三本批
次，社会熟知的一本院校、二本
院校、三本院校，只是说明高校
在相应批次参加招生录取，并不
是学校的等级。目前实行的高考
分批次录取模式是长期以来沿用
下来的模式，当时受招生录取的

硬件条件限制，才将高校分成若
干批次安排录取，考生也因此在
填报志愿时对应相应批次。

随着网上录取技术的成熟、
硬件的发展，很多省份都已陆续
将二本批次和三本批次合并录
取，有的地区甚至已经将一本、
二本、三本批次全部合并录取。
安徽省的此项改革顺应时代发
展，调整后扩大了考生的选择范
围，有利于提高考生志愿满足
率，也更有利于高校的优质专业
招录到优质生源。

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
示，2017 年安徽将深入开展新高
考准备情况调研，启动高考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研制，同时将完善
高校招生录取志愿和投档模式改
革。

安徽今年起合并
二本三本批次招生

“3 岁 的 孩 子 追 着 妈 妈 ，
从码头一直哭到火车站，情急
之下奶奶打了孩子两耳光，打
完她自己也哭了。”曾经接受
过记者采访的湖南安化县平口
镇完全小学教师刘习聪，近日
向记者诉说着心中的苦恼，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陆续返回
城市，母子分离的悲情场面在
村里每天都在上演。春节期间
和许多回乡过年的人聊起来，
大家都希望能在务工的地方给
孩子找个幼儿园”。

湖南省新化县琅塘镇的周
文宇夫妇也告诉记者，孩子已
经 4 岁了，早已到了上幼儿园
的年龄，每次路过幼儿园都嚷
着要去里面和小朋友玩，但是
孩子进不了工厂周围的公办幼
儿园，而民办幼儿园又离工厂
太远，无法接送，所以一直没
有入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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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重庆市南川区福寿镇农胜教学点的老师曾令柯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升旗仪式。当日是该教学点开学的日子。这是一所“微小
学”，共有7名一年级学生。 瞿明斌 摄 （新华社发）

““微小学微小学””开学啦开学啦

“我不愿意被厄运打败，我
希望能拥有和常人一样精彩的生
活。”记者近日采访 19 岁无臂学
生王海港时，他坚定地告诉记
者。

王海港来自山东安丘，8 岁
时不慎触到高压线，致使双臂被
严重烧伤，最终不幸失去了双
臂。2015 年高考，他用双脚完
成答卷，9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山
东科技大学数学学院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如今，上大二的他已

经融入了大学校园生活，每天早
晨起来和同学踢球，在阶梯教室
上课，放学后复习功课⋯⋯

坚强的王海港非常乐观，他
通过艰辛的训练学会了用脚学
习、生活。他说，光是用脚写
字，就练了七八年。现在，王海
港可以自己吃饭，能自己穿衣，
宛若新生。

入学初，在数学学院新生见
面会上，王海港作为新生代表发
言，站在舞台上的他带着自信和

真诚诉说着心声。“在过去的 12
年里，我迷茫过、痛苦过、彻悟
过，也抱怨过，但仔 细 想 想 ，
还是应该勇敢面对生活、面对
现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挫折，我
们都不应该放弃自己。回首望
去，生活还是晴多于雨，付出
总会有收获。”在现场，他的演
讲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进入大学，王海港学习刻
苦，工作积极主动，还参加学校
的演讲比赛并获得一等奖⋯⋯他

把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感受传递
给身边的同学，去影响他们、感
染他们。“阳光、自信、坚韧、
奋发，我们要向王海港同学学
习，对学习、生活要有积极向上
的态度。”王海港班里的同学纷
纷告诉记者。

每当要复习功课时，王海港
就坐在床边，麻利地脱掉鞋，将
两只脚放在特制的矮桌上，用右
脚夹起笔，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下
文字、公式。（下转第二版）

王海港：折翼的天使也能飞翔
本报记者 孙军 通讯员 韩洪烁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
者 刘博智） 教育部今天发布的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
报告》 显示，全面改薄工作启动
实施以来，中央累计投入专项资
金 978 亿元，带动地方投入 2300
多亿元。

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的 《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2016
年10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按照“双随机”原则，组
织由国家督学、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组成14个督
导组，对29个省份全面改薄工作
进展成效、质量管理、保障体系
和公开公示情况进行了实地督导。

督导发现，全面改薄工作启
动实施以来，各地积极主动作
为，精准改善办学条件，以工程
为依托推动薄弱学校改造的整体
功能提升，成效明显。一是基本
教学条件显著改善，全国新建、
改扩建校舍面积 1.23 亿平方米、
室外运动场地 1.12 亿平方米，购
置学生课桌椅 2284 万套、图书

3.38 亿册，实现了五年规划时间
过半，学生自带桌椅、D 级危房
上课等现象在绝大部分地区已消
除。二是学校生活设施全面改
善，全国购置生活设施设备 1157
万台件套，有力改善了农村学生
住宿、用餐、饮水、洗浴条件。
三是城区大班额得到有效控制，
2015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
66 人以上的超大班额 17.3 万个，
比 2013 年减少 3.57 万个，减幅
17%。四是教学点办学条件得到
有效保障，全国共投入 146.6 亿
元，建设教学点校园校舍 756 万
平方米，购置了价值 25.5 亿元的
设施设备。五是教育信息化水平
大幅提高，中小学实现宽带接入
比例达到 87%,配备多媒体教学
设备的中小学比例达到 82%，每
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 11.56 台，比
2013 年增加 2.31 台，增长 25%。
六是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
2016 年中央投入 21.5 亿元，实施
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培训
教师约 160 万人次，农村教师的
专业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3 年来，各地从最困难的地
区和条件最差的学校做起，全面
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1824个县级单
位通过了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国家评估认定，其中上海、北
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福建七省份整体通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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