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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一人 扶贫一家
【来源：当代贵州杂志】近年来，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把学科特色

和智力扶贫紧密结合，以“精准”为突

破口、以“造血”为出发点、以“脱贫”

为落脚点，通过学前教育职业培训、贫

困学生资助、校农合作送项目等方式，

打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组合拳。

教育惠民 播种希望

大力发展乡村学前教育，为广大农

村和低收入家庭幼儿提供基本的、均等

的学前教育机会，既是我省普及学前教

育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促进教育起点公

平的基础。

作为“贵州省幼儿教师发展中心”，

贵阳幼高专如何将自身优势与时代背

景相结合，抒写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

答卷，成为贵阳幼高专人面前的一个

时代命题。

“学校必须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建构新时代学前教育的社会服务平台

体系。”贵阳幼高专党委书记张曦话

语铿锵。

在校党委的蓝图架构下，由“省内

外专家队伍 + 幼专骨干教师 + 幼儿园一

线骨干”“三位一体”的培训师资团队

孕育而生。

2014 年以来，针对不同层次、不同

类别、不同岗位的幼儿园教师，贵阳幼

高专秉持“按需施训、注重实效”的原则，

丰富优化培训内容，面向全省分专题实

施培训。同时，学校还以实施“国培计划”

为抓手，确立了“基于需求，引导需求”

和“心理适应、环境适应、能力适应”

项目设计原则，构建了“必修课程 + 选

修课程 + 实践课程 + 生活课程 + 文化课

程”的多维课程模式。

该校还围绕精培训课程设置，重培

训服务管理，强培训资源建设，思培训

评估促进四个方面，研究教师培训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度，

创新培训管理有效模式，不断追求教师

培训专业化发展。

“作为一名年轻的幼儿园园长，经

验和专业知识的欠缺让我一度迷茫，后

来通过了‘国培计划’的学习，让我很

快成长起来。”来自紫云自治县大营镇

幼儿园的罗锦琳兴奋地说。

贵阳幼高专先进的培训理念与有效

培训模式在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组

实地调研和经验交流会上得到了充分肯

定，由该校承担的中西部“幼师国培”

项目在教育部匿名跟踪评估中名列全国

前茅。

近年来，通过“国培”“省培”及“送

教下乡”及“自主培训”等项目，该校

面向全省乡村幼儿园园长、幼儿教师、

下岗再就业及城市低收入人群实施教育

“精准扶贫”培训，累计培训10655人次，

确保了我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成

果得到有效巩固，为乡村幼儿获得优质

学前教育提供了坚强的师资保障。

决不让一个学生辍学

“是学校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不再

有后顾之忧，能将精力专注于学习上。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将自

己所学回报社会。”正在贵阳幼高专

学前教育专业就读的大三学生彭洪琴

告诉记者。

小彭是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她享受

到了教育精准扶贫的学费减免资助，同

时还获得了国家助学金。经济问题得到

解决后，老师还针对她的性格耐心引导。

通过努力，她在思想、学习等方面取得

了极大地进步。

近年来，贵阳幼高专没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真正做到了“一

个都不能少”。

“关注学生的生活、学习、心理健

康，对他们进行经济上资助、心理上扶

持，培养他们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贺永琴如是说。

2017 年，该校获得国家助学金人

数 1200 余人（人均 3000 元），按照省

教育厅要求，对精准扶贫的学生应该享

受一等助学金（3500 元），实际差额近

60 万元。面对这笔不小的资金缺口，校

党委会研究决定，坚持资助范围不缩小、

标准不降低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全

员全额发放资助金，对差额部分，在经

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由学校自筹资金

补足。

一直以来，贵阳幼高专高度重视对

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工作，建立了由国

家资助、校内资助和社会资助为主体，

包含“奖、勤、助、贷、补、免”六位

一体的联动助学体系。3 年来，各类资

助总金额达 7476.755 万元，受惠学生

48194 人。

早在 2007 年 9 月，该校就成立了

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建立了完善的贫

困生数据库。同时，根据国家新资助政

策和省市要求，有针对性地对原有的一

些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相继修订完善

了《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国

家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等 15 个规范

性文件，从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法

程序、具体要求等方面为切实做好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了依据，奠

定了基础。

贵阳幼高专还创造性地根据学生个

人情况拟定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实施方

案，即在原有的课程结构基础上，增加

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全方位打造学生的

求职技巧、求职心理、就业意识的培养，

帮助学生从一开始就梳理正确的就业观

和择业观，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的内驱力，为学生顺利就业带动家庭脱

贫致富打好基础。

为落实好“职教一人，脱贫一家”

的工作目标，该校主动与教育行政部门

和财政部门沟通，保证各级各类资助金

按时足额发放；积极争取社会捐赠，扩

充资金来源；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将所有资助金纳入监管范围，及时公开、

公示资助政策、资助对象和资助金额，

加强公众监督。在 2015-2016 学年和

2016-2017 学年中，该校高职共计受助

1999 人，顺利通过了省检查组的督导检

查验收，无违规资助情况。

立足精准 确保扶贫成效佳

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就业，

是贵阳幼高专践行精准扶贫的有力抓

手，实现了扶贫工作由“大水漫灌”到“精

准滴管”的转变。

“2017 年，该校面向全省 12 个深

度贫困县招收中职学生共计 130 人。”

校招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加大对极度贫困学生的扶持力

度，学校主动联系成美慈善基金会，成

立了“成美班”。2017年该校 “成美班”

招收学生 40人，主要对象为贫困家庭、

年龄在14—18周岁、建档立卡户的学生。

“成美班”学生可享受为期两年，每人

每年享受 3000 元资助。此外，学校还

为这些学生设立了靓志课程奖学金，一

等奖学金 800 元、二等奖学金 500 元、

三等奖学金 300 元，每学年有 10% 的学

生可获评。 

“下一步，我校将继续开拓工作思

路，找准学校学科优势和贫困地区需求

目标，拿出具体举措，将精准扶贫工作

深入推进。”校党委书记张曦说。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省属院

校帮百村”活动中，贵阳幼高专通过分

析运输成本、农产品保鲜等因素，初步

确定以清镇市麦格乡新寨村为切入点，

先期开展农产品采购工作，形成对口帮

扶。对所帮扶的贫困村同步开展农业产

业项目规划和实施，共同制定年度供需

计划和种植规划，面向市场形成稳定的

农产品供货渠道，实现“以采带产”，

真正惠及农户，做到精准扶贫，全面帮

扶。2017 年至 2018 年 3 月底，通过校

农对接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总价值达

198.5 万元，增强了贫困村发展后劲，

助推加快脱贫进程。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于 芮  何 婷】12月 18

日上午，我校党委书记张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唐天，副校长赵雅卫以及副科级

以上干部、机关干部职工在峻德楼一楼大

会议室集中收看“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直播。各系部自

行组织收看。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召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授予于敏等 100 名同志改革先锋称

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通过此次大会的观看，

教职工们深深的感受到了祖国四十年来

的巨大改变，增强了为学校发展努力拼搏

的信念，共同畅想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陈诵弦】12月11日，

贵州-美国奥克兰大学特殊教育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

美国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乔玛

格罗姆博士、学前教育系安比卡博

士、特殊教育系珍妮特博士、文学

教育系李乐东博士以及我校党委书

记张曦、学前教育系、实

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揭

牌仪式。我校副校长赵雅

卫主持仪式。两校就合作

事宜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我校党委书记张曦和美国

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乔玛格罗姆博士共同为贵

州-美国奥克兰大学特殊

教育研究中心揭牌。贵州-

奥克兰大学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的建

成，将会进一步加深我校与奥克兰

大学的合作友谊。今后，两校计划

在师资学历提升、高访学者深度研

修、学生学历衔接、幼特教科研方

面继续进行深度合作。

国际交流办供稿

我校集中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贵州 - 美国奥克兰大学
特殊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