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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教育扶贫消融贫困“冰花”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白秋津

校园平展宽敞，配套设施齐全；教
室里温馨和谐，老师手把手地解疑释
惑；放学铃声刚响起，食堂里热腾腾的
丰盛饭菜出了锅……行走在鹰城大地
贫困地区的校园中，处处能感受到教育
扶贫为孩子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消融了
乡村孩子头顶的“冰花”。

回望近年来平顶山市教育工作发
展历程，全面改薄、春风行动、营养餐等
词汇频繁出现，见证了平顶山以教育为
本、在全面助力脱贫攻坚路上走出的一
串串铿锵有力的足迹。

旧貌换新颜
全面改薄提水平

“投资200多万元的教学楼将于春
节前竣工验收，投资 55万元的操场即
将建设。”1月23日，叶县田庄乡实验小
学校长刘军辉告诉记者，自2010年以
来，学校先后投资400多万元用于校舍
改建，如今旱厕变水厕、瓦房变楼房，校
容校貌焕然一新。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简称“全面改薄”）工作是国

家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实现脱贫攻坚的重大教育工程与民心
工程。作为我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
省辖市，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于2014年启动“全面改薄”
工作，要求五年内完成全部任务。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平顶山市及
各县（市）均成立了由政府主管领导为
组长，市教育、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全面改薄”工作协调小组，
统筹协调领导全市“全面改薄”工作。
同时，采取“挂图作战、销号管理”的方
式，将全市 270 个项目学校纳入作战
图，倒排工期，细化台账，全力推进工程
进度，把控工程质量。

搭乘“全面改薄”的快车，贫困地
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校舍类五年总
开工、总竣工面积分别为57.22万平方
米、49.25万平方米，总开工率、总竣工
率分别为 128.99%、111.02%，在全省
18个省辖市中成为第一批通过验收达

标的省辖市。

扶贫先扶志
春风行动惠师生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和你有着
一样的经历，黑暗的岁月里，更需要艰
苦地拼搏……”收到市城区凌云路小学
胡喜洋老师的这封信后，鲁山县下汤镇
第七小学的岳宴妃同学不再经常请假
了，学习劲头更足了，成绩也有了提升。

对口支教、学业指导、心理辅导、生
活资助。这样的帮扶活动，随着春风行
动的实施，在平顶山全市贫困地区的学
校中蔚然成风。

去年 6 月，平顶山市教育局启动
“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通过
3年时间，对国家级贫困县鲁山县、省
级贫困县叶县两地区100所薄弱学校、
1000名教师（校长）、10000名贫困学
生进行“一对一”精准帮扶，全面提高被
帮带学校、教师（校长）的办学管理水
平、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乡村教师

队伍能力素养，全面助推贫困家庭子女
快乐成长、立德成才。

活动中，200所帮带与被帮带学校
的校长签订了帮带责任书；1018名教师
（校长）实行了“一对一”对接，制订了被
帮带教师（校长）三年个人发展计划；亲
情关怀、心理辅导、学业指导等不同形
式的帮带活动温暖了孩子的心。

为配合“春风行动”活动开展，平顶
山市教育局将“两区”支教和农村学校
校长到市城区学校挂职锻炼两项工作
纳入到“春风行动”中。选派88名帮带
学校教师，开展为期 1年的对口支教，
选取 15名被帮带学校校长，到城区学
校挂职锻炼。同时，继续开展“名优教
师百人千场送课下乡”活动，先后辅导
授课 663节，培训教师 1174人/次，集
体教研2111人/次。

“吃饱”转“吃好”
营养改善强体质

“周一，大米炒菜；周二，卤面；周

三，肉丝烩面……”在鲁山县下汤镇第
四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公示栏中，一周带量食谱一目了然。
规范整洁的食堂、营养可口的午餐，如
今已成为该县中小学的“标配”。

作为一项重要教育扶贫举措，平顶
山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抓紧抓好，对纳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县的鲁山县，积极
探索出学校食堂供餐、托靠大校供餐、
家庭托餐等灵活多样的供餐方法。

为真正达到“营养改善”效果，防止
产生“挤出效应”，鲁山采用“4+1”标准
模式供餐：即在国家补助资金4元钱基
础上，由家长再投入1元钱。各学校制
定午餐带量食谱，基本做到饭菜不重
样，让学生们由“吃得饱”转向“吃得
好”，实现营养搭配均衡。

平顶山市教育局还指导鲁山县制
定了《鲁山县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将食堂账目统一纳入学校财
务，实行日清、周结、月平衡；建立营养
餐食材询价系统，确保食材价格公开、

透明、合理；严把食品原材料入口关，加
强食堂管理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建立

“互联网+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监控平
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截至目前，鲁山县已有154所中小
学食堂通过标准化小食堂达标验收，享
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达12.04万人，实
现了全鲁山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据鲁山县教育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体质监测数
据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平均身高增
长 0.7cm，营养不良率降低 1.9 个百分
点，体重正常率提高3.1个百分点，学生
健康水平明显提升。

教育是民生之基，牵动着千家万
户；教育是民生之福，普惠着莘莘学
子。平顶山市教育局局长邱红标说：

“扶贫路上，人人有责。作为教育系统，
我们利用行业优势，充分整合‘市、县、
乡、村’‘校、师、生’多种资源，在为贫困
孩子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优等的师资
力量、优质的营养饭菜同时，还强力实
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保
障和资助制度，去年我们共资助贫困生
152659名，资助金额9969.2215万元，
确保贫困群众享受国家资助‘一个不
少，一个不漏’，实现了基础教育扶贫全
覆盖。”

总投资3.3亿元 实现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全覆盖

叶县：光伏产业“照亮”百姓脱贫路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范长坡

1月24日，叶县常村镇柴巴村光伏
发电站内，村党支部书记史玉良看着成
片的太阳能光伏板，满脸的高兴。史玉
良说，去年他对村里的光伏扶贫项目有
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政府投资力度
这么大；二是想不到建得这么快，三是
想不到村里有了可观的稳定收入。

柴巴村属省级贫困村。由于地处山
区，村民致富渠道狭窄。这些年，虽然村
里基础设施日益健全，但因缺少集体经
济，村上始终没有可持续性的收入来源，
想要摆脱贫困着实存在不少困难。

柴巴村的问题，也是全县贫困村的
共性问题。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说，针对这些问
题，叶县在积极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
贫、文化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的同
时，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建设村级光伏发
电站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脱贫致富路，让
村级组织从“无钱办事”变成了“有钱办
事”，让村干部说话、办事有了底气和力
量，真正成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主
心骨和领路人。

去年，该县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后，制订了《光伏扶贫实施方案》，并于
去年 7月成为全省获批先行开展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的 29个县（市）之
一。

根据对全县贫困村的摸底调查情
况，该县决定投资3.3亿元，在全县12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按照贫困户分布情
况分别建设 300千瓦或 500千瓦的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实现所有贫困村光伏
电站全覆盖。项目负责人赵三林告诉
记者，整个项目总规模约46兆瓦，年收
益4000多万元。

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的主要制
约因素有两个，一是资金问题，二是土
地问题。

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将收益运用到
扶贫中，该县采取政府全额投资的方
式，通过对全县所有扶贫资金统筹整
合，筹措资金 1亿多元，剩余部分通过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来解决。“一下子拿

出这么多钱来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县里
从来没有过的。”赵三林说。

在土地利用上，按照国家政策，村
级光伏电站建设大部分利用荒山、荒
坡、坑塘、村集体建设用地、废弃地等，
全县 120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选址均
不占用基本农田。

在赵三林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
幅 120 个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进度
图。“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选址是最费
周折。”赵三林凝望着这张图说，“我们
项目选址确定后，还需经县林业、国土
部门确认，再经文物等部门勘探，林地
放弃，基本农田也得放弃……往往找
到合适的场址需要更换两三处地方。”

贫困村多处于南部山区乡镇和偏
远乡镇，所选场址的地形也相当复
杂。在邓李乡杜杨村，光伏扶贫电站
的场址就选在了坑塘里。据中电投河
南新能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磊介绍，

在该村建设电站时，需要在坑塘里打
桩，而坑塘下面的淤泥受到震动后就
会出水形成沼泽，致使铲车及设备全
陷进沼泽中。他们只得从市区找来吊
车，生拉硬拽地把设备一个个弄出来。

水寨乡桃奉村的选址也是在坑塘
里，光是把坑塘的水抽完就用了 20多
天。“杜杨村的场址换了四个地方。”赵
三林回忆道，虽然是 120个光伏电站，
但因为场址的多次变换，每换一次就要
重新设计图纸一次，整体下来，设计图
纸超过了300张。

为确保工程顺利落地，平顶山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经
常现场调研，时刻关注项目的进度；叶
县县长徐延杰多次召开会议解决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叶县还成立了光伏
扶贫专项指挥部，协调推进光伏扶贫电
站建设中的有关问题。

“为加快进度，我们提出了‘难题

不过夜’，所有问题现场解决。”赵三林
回忆说，在夏李乡的一个山区村，由于
山区道路窄，承重能力差，拉光伏材料
的车子重量就达 50多吨，窄路陡弯过
不去，过去后也容易把路面压坏。为
此，他们提出建议：过不去的地方在庄
稼地里铺上钢板过。就这样，走走停
停，一段4公里的山路走了一天。

常村镇16个光伏电站的现场施工
负责人王志豪说：“施工条件比我们想
象得要坏得多。”常村乡属山区乡镇，项
目施工工地多在半山坡，石头特别多，
埋入地下的光伏桩基只能采用现场浇
注的方式。但是深秋时节，由于气温
低，他们只能交叉作业，边浇注桩基边
挖电缆沟。另外，山区路面狭窄、道路
蜿蜒，拉光伏板的大车到不了工地，他
们就用三轮车，将光伏板一块块装卸倒
运到工地上。他说：“我们常常早上不
到7点钟就到工地上，晚上八九点钟还

没有收工。”
118天的全员上阵、奋力拼搏，打

赢一场艰巨的硬仗。2017年 12月 31
日上午，叶县120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全部并网仪式在该县保安镇杨令庄村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举行。

仪式上，杨令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聚
家喜极而泣：“有了这电站，村上就有了
收入，以后能为贫困群众办更多的事儿
了。”

据县扶贫办主任贾俊杰介绍，电站
的收入扣除土地租赁、运营维护、税金、
还贷付息等费用后，其余收益由县统筹
管理，重点解决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未脱贫人口中老弱病残的“三无”（无劳
动能力、无资源、无固定收入）人员的收
入问题，同时用于发生“救急难”的农户
救助、增设公益岗位、村公益事业和对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扶持等。

阳光能变钱，脱贫不再难。叶县把
村级光伏电站的资产归各村集体所有，
由各乡镇成立的光伏开发公司统一管
理。收益按照分配方案部分分配给贫
困户，部分根据各村级电站所发电量分
配给村集体，用于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村
公益事业，最终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做
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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