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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教集团坚持教育扶贫：

民办院校担起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要推动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高度重视农

村义务教育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随着教育信息化进入随着教育信息化进入22..00时代时代，，破解破解

教育不公平教育不公平、、不均衡难题有了有效手不均衡难题有了有效手

段段。。教育信息化主要是通过多媒体网络教育信息化主要是通过多媒体网络

进行资源共享进行资源共享，，让不同区域的人都能便让不同区域的人都能便

捷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行学习捷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行学习，，从而达到从而达到

缩小区域教育差异的目标缩小区域教育差异的目标。。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

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快速复制传播快速复制传播、、呈现呈现

手段丰富的独特优势手段丰富的独特优势，，必将成为促进教必将成为促进教

育公平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在教育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加快薄加快薄

弱校建设弱校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是实现教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是实现教

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环节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环节。。在各级政府和在各级政府和

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数我国在数

字化校园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字化校园建设方面发展迅速，，许多西部许多西部

偏远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已得到初步完偏远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已得到初步完

善善，，但配套软件建设但配套软件建设、、师资力量培训等还师资力量培训等还

需进一步跟上需进一步跟上。。

教师队伍的差异是导致教学效果差教师队伍的差异是导致教学效果差

异的重要因素异的重要因素

之一之一。。受种种受种种

条 件 限 制条 件 限 制 ，，一一

些偏远地区的些偏远地区的

乡村教师外出学习机会较少乡村教师外出学习机会较少，，在教学能在教学能

力和水平上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力和水平上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借助借助

网络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网络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乡村教师可乡村教师可

以通过网络观摩骨干教师的先进教学以通过网络观摩骨干教师的先进教学

方法和教学过程方法和教学过程，，并可通过网络交流教并可通过网络交流教

学经验学经验。。此外此外，，网络平台上优质的教育网络平台上优质的教育

资源可供下载参考利用资源可供下载参考利用，，可以进一步提可以进一步提

高教师备课效率高教师备课效率，，有利于打造高效课有利于打造高效课

堂堂。。教师技能素养的普遍提升教师技能素养的普遍提升，，为教育均为教育均

衡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衡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

破
解
教
育
公
平
难
题

李李

丹丹

“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 909万，同比增加

35 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新高教集团创始人、董事

会主席李孝轩一直关注大学生就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大力支持高校进

一步做好后疫情时期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建议》。

新高教集团创立于 1999年，是一家高等职业教育上市

公司，目前在 7个省份投资创办了 8所大学，其中本科 4所、

专科 4所，在校学生约 13.8万人，累计培养学生 30余万人。

在贵州、云南等地，新高教集团下属的几所民办院校颇受当

地学生认可，招考分数都不低。

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全国

共有民办高校 700 多所，占全部高校的近三成；在校生 634

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中，大部分都是职业院校，承担着帮

学生“造”饭碗、“找”饭碗的职责。

职业教育改变学生命运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18 级学生周小杰

是一名既不幸又幸运的学生——他是孤儿，还是贵州省建

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他考入学院后，原本还担心上不起学。没想

到，学校按照校规，每年给予他 3500 元至 3800 元的精准扶

贫学费减免和 1000 元生活补助，再加上他自己成绩优秀，

获得的一等助学金 3500元，以及大三获得的求职创业补贴

1000元，三年合计获得补贴 25600元，周小杰在学校的生活

费有了着落，使他可以专心进行学习。

在校期间，周小杰学的是工程造价专业。今年，周小杰

毕业后进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步年薪 9 万

元。“我能找到这份工作，也是辅导员手把手教的。”周小杰

告诉记者，深圳广田集团到校招聘时，自己就看中了这个单

位，但自己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是辅导员一对一指导他制

作个人简历、教授面试技巧，还通过一遍遍的面试演练，才

帮他闯过三轮面试，顺利被录用。

“我工作后，辅导员还每月定期跟我联系，关心我的工

作及生活情况，我现在的公文写作能力、专业技术能力都大

幅度提升，已经顺利转正啦！”周小杰告诉记者。

“民办大学招录的多是中等考分学生，很多都来自于农

村家庭、贫困家庭。”李孝轩认为，这也就意味着，民办大学

要主动承担起教育扶贫的社会责任，要让党中央精准扶贫

政策的阳光雨露最大限度惠及民办高校的学子。

1999年，李孝轩带领学校专门开班免费对下岗职工进

行再就业培训。看到第一批下岗人员依靠教育培训有了一

技之长，重拾自信改变了命运，李孝轩第一次感受到教育扶

贫的价值与意义。

新高教集团成立后，李孝轩在旗下的多个学院建立了

扶贫工作专项计划。以云南工商学院为例，学院针对来自

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学生实施“一个都不能少”兜底式

扶贫工程，将国家资助、学校学院扶助、社会帮助和勤工助

学有机结合，扩大受助学生比例、保证扶贫效果。近年来累

计资助 81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全校 4440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无一人因贫辍学，累计投入和减免贫

困家庭学生学费超过1000万元。

因为新高教集团的技能培养加精准资助双扶持，一大

批原本只能在山沟沟里的孩子跳出了祖辈们重复的生活，

在大城市、小县城甚至国外找到了工作。

别小看这些民办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掌握了一技

之长，就业质量不比本科院校的学生差。“我 2020 年毕业

后，入职南京华创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年薪 16 万元。”贵州

工商职业学院 2020 届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甘英平告诉记

者，今年 3 月，他已被公司派驻到尼日利亚分公司，参与到

国家重点工程的承建工作中，并担任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这个在上学期间一放假就回到村子里帮助村民盖房子

的大男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有幸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结识那么多非洲朋友。“是职业教育改变了我的命

运。”甘英平说。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李孝轩发现，增加就业、高质量

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法。帮助一个孩子成功就

业或创业就能扶持一个家庭，就能让整个家庭的未来生活

焕然一新，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实事。

竭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论扶贫资金投入，我们比不上那些大企业大集团，但

是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我们的老师、课程、岗位实践，可

以教给同学们‘打渔’的本领。”李孝轩说，“作为职业院校，

开展教育扶贫，就是要扶到根上，扶到点子上。”

2013 年，教育部和云南省共同组织实施滇西地区“农

村青年创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李孝轩主动承担该计划基

地建设，在云南工商学院成立滇西青年创业学院并亲自任

院长。项目优先录取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德昂族、独龙族等

少数民族学员，将滇西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和培养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有机结合。目前，已有学员 708 人，

443名学员已创业，吸纳农村劳动力 3823人，包含建档立卡

贫困户98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高教集团毕业生平均就业

率超过 97.73%。其中广西学校平均就业率高达 99.01%；云

南学校平均就业率 98.91%；甘肃学校平均就业率 96.72%。

集团还与华为、阿里等 1900 余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每年

输送大量技能人才。

今年，新高教集团又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

开设华为云学院和华为 ICT学院，围绕 5G、数据通信、云计

算与大数据等国家信息产业新兴技术，对接华为行业标准

技术、职业认证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以共建专业、共建师

资、共建课程、共建实验实训条件等方式，共同培养急需的

人才。可以说，新高教集团既为学生找到了饭碗，也为自己

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集团年报显示，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新高教集团 2020财年实现总收入 14.57亿元，同比增长

69.6%。“可持续的营收，将促进集团充分发挥集团化优势，

强化内涵建设，进一步提升办学实力与教育教学水平，持续

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李孝轩说，“办一所学校就要办成好学校、办出好

口碑，才能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才能符合中央的精神，

得到政府的支持与社会的认可，才有发展空间和未来。”

中教云构建数字化教材体系：

助 力 教 育 资 源 均 衡 发 展
本报记者 李 丹

打开电脑，登录数字教材云平台，选取数字课程资

源，同步投屏到教室前方的电子显示器，一场别开生面

的语文课开始了。精彩的动画视频把学生的兴趣迅速

调动起来，文字、图片、语音等诸多元素，增强了教学

的趣味性，教学效果有了明显提升。

借助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开展教学，这样的场

景每天都会在宁夏的中小学课堂上演。

就在几年前，宁夏石嘴山第四小学老师何梦露绝

对想不到如今的课堂会变成这番场景，“信息化对教学

方式和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何梦露说，宁夏地区很多孩子的普通话发音不标

准，借助智能化的朗读音频功能，可以快速帮助孩子们

纠正发音。课堂教学采取视频、动画、图文混合形式，

以场景化方式呈现，不仅能迅速集中学生注意力，还能

通过翻转课堂在课前给学生推送知识点，课后将优质

资源课程直接传送给学生。“平台上还有很多优质教学

资源、名师录制的微课，这些优质资源在网上是找不到

的。之前也用过一些软件，像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

这样对资源进行精选并细分的，并不多见。”

科技丰富了教学形式，将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直

观、有趣。“这是人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的一页，

内容是介绍我国 56 个民族，上面画的小朋友穿着不

同的民族服装，但并没有标明是哪个民族的。孩子

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好奇。借助数字教材，只要把鼠

标移动到画上一个小朋友身上，就会跳出他是哪个

民族，还有这个民族的一些简单介绍，这样老师在教

学时就可以轻松地拓展教学内容。”中教云数字教材

云平台企划经理李可新介绍。此外，对于高年级开

设的物理、化学课程，老师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些不

易操作、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实验直接“搬”到电

子显示屏上去演示。

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明确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机制是我国教育现代

化十大战略目标之一。“数字教

材是信息化与课堂教学深度

融合的基础资源。如果

创办一家深入研究数

字教材的企业，然

后再聚集行业各

方力量，把符

合数字课程标准的优质资源沉淀下来，最后以一体化

的形式精准服务课堂教学，将能有效解决当前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痛点。”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创始人兼

CEO赵子莹说。

中教云从 2019年开始搭建数字教材云平台，并邀

请数十家国家教材出版厂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共同参与平台建设，只用了不到两

年时间，就全面完成了平台的核心业务布局。中教云

数字教材云平台于 2020 年 6 月正式上线，整合国内的

正版数字教材、数字教学资源，成为国内版本最齐全、

资源最丰富、类型最多元的教育大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以往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版本的数字教材，各出

版社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对学校而言，与极度分散的厂

商洽谈也很头疼，因此构建数字教材、数字教学资源的

标准化菜单很重要。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最希望达

成的是让国内正版的数字教材、数字教学资源通过互联

网产品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整合与输出，构建适用于不同

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课程教学产品体系。”赵子莹说。

赵子莹表示，构建数字化教材体系和优质学习内

容并使其在真实学习场景中得到有效应用，实现数字

教材应用模式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是产业亟待解决

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的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的一

些中小学，缺乏的并不是硬件资源，而是高质量的内容

与服务。以往由于资源提供方基本是“单兵作战”，产

品相对单一，很难满足学校“一揽子”需求。不同平台

间的数据、信息无法打通，形成了信息孤岛，导致有平

台无资源。而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的出现，则从根

本上为学校“松绑”——只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

从平台提供的教材和资源“菜单”上勾选相应的内容，

标准化、优质的资源和服务就可以“一键直达”。

“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采用中教云数字教

材云平台的学校和地区提供教师培训，还经常举办教

师课例评选大赛。平台正在成为教师跨区域交流的、

互学互促的好帮手。这对于改善教育薄弱地区的教学

质量有很大帮助。”李可新说。

中教云数字教材云平台目前已覆盖宁夏全区和云

南、贵州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在近百个市县、近万所学

校落地。并承接国家级项目，覆盖 17个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区；承接的地

方性项目则大多从西部地区切入，成为推动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的有效抓手。

图① 福建省福州市的学校在义务

教育阶段广泛引入社会专业化服务，教

授学生书法、古琴等传统文化课程。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② 新高教集团下属贵州工商职

业学院，护理专业学生正在学习。

余昌健摄（中经视觉）

图③ 安徽省芜湖市翰宁教育尊

纳儿童发展中心，老师带着孩子们做

游戏。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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