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扶贫: 进展、经验与政策再建构

檀学文

提 要: 本文在简要分析教育与福祉及贫困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截至 2017

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层面教育扶贫体制机制的建设情况，分六个方面介绍了教育扶

贫政策措施的落实推进情况，并选取海南省和贵州省作为案例介绍教育扶贫的典型

做法。本文认为，我国的教育扶贫总体上成效明显，已经形成了教育资助、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三驾马车”，但是中职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以及贫困农民教育培训仍

是短板。针对 2020 年教育脱贫攻坚目标，本文提出了确立教育资助的合理标准和

持续性机制、推进县域十五年教育基本均衡、缩小高中阶段 “职普”不平衡程度、

在农民教育框架下推进贫困农民培训以及实施结果导向的教育扶贫监测评价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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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扶贫内涵与政策机制

( 一) 教育、福祉与贫困

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和生活质量视角的定义，贫困是福祉或基本能力

被剥夺，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 森，1993; 王小林，2012; 俞建拖，2016 ) 。其

中，福祉的基本定义是一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来说好的程度 ( Crisp，2013 ) ; 或者

说对一个人生存状态的 “福性 ( Wellness) ”的评价 ( 森，1993 ) 。因此，贫困观也

是发展观和福祉观，贫困是发展不足的结果和表现，意味着福祉水平低至社会无法

接受的程度。贫困不只是收入不足，更是基本能力缺失。从而，教育对于减贫的根

本作用在于提高能力或综合素质。

在大部分语境下，能力或素质都是指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相当于人力资本

( Schultz，1962) 。森则对这些工具性价值与人的发展、福祉等直接价值特意加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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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他所说的能力乃是广泛地用于 “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 其所说

的“生活”，不仅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具有生命过程的含义，包括政治自由、

健康、教育等基本价值 ( 森，1993) 。从而，教育 ( 包括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

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 对社会来说具有提高人口素质、培育人力资本，传承文化

和文明的价值; 对个体来说兼具社会基本价值和工具性价值。

一方面，教育对人而言具有内在价值。所有人都需要教育，尤其是在未成年阶

段，义务教育就是对这种内在需要的规定和保障。普及学前及高中阶段教育对教育

需要的满足予以了延展，终身教育则是对人类教育基本需要的认可。教育使人从没

有文化变得有素质、有教养，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教育综合素质更多地体现在社会

化、观念意识、言行举止和气质美感等精神体验方面，其本身就代表一种更好的生

命状态。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可以通过教育提升知识水平和劳动就业能力，以求未

来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好的表现，获得更高收入以及获取 “有理由珍惜的生活”

的能力。

( 二) 教育扶贫主体

教育扶贫是广义扶贫行动的一部分，是在常规教育事业基础上开展的贫困地区

和贫困儿童教育促进的社会行动。凡是在扶贫政策、理念框架下，以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儿童乃至成年人接受更多或更好教育为最终干预目标的行动和措施，均可称

为教育扶贫。教育扶贫主体很多，原则上没有限制，有意愿、有能力者皆可性任，

大体上可以归为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三类。

政府是教育扶贫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主体。政府分配公共资源，发展农村基础

教育，培养农村教育师资力量，开展教育资助、师生结对帮扶和关爱等政策，引导

下级政府的教育部门开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和乡村

之间的教育对口帮扶。贫困学生规模庞大，只有各级政府方能承担如此重任。

学校的教育扶贫角色是多元的。首先，学校是教育扶贫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者，

政府的教育扶贫政策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教育扶贫行动都要在学校落实; 其次，贫困

地区的部分学校也是创新性教育扶贫措施的创造者，可以惠及本校贫困学生，还有

可能被普及推广; 最后，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相对发达地区的学校要承担结对

帮扶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责任。

社会力量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参与者，包括国际组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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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等。国际组织和公益机构在中国开展教育扶贫有悠久

的历史，许多重要的教育扶贫理念、模式就是由他们引入的，如联合国儿基会、滋

根基金会和联劝基金会等。中国相继成立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教育发展基金会等

具有明显教育扶贫职能的公益机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支持贫困地区教育

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大量草根性公益组织根据所在地的教育状况开展相

应的教育扶贫行动。企业和公民个人可以通过捐款、捐物、捐建和助教等方式帮助

贫困儿童。

( 三) 教育扶贫目标与减贫机制

教育扶贫的基本目标是解决因贫失学和因学致贫问题。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

大和政策措施日益完善，教育扶贫目标也得以扩展。以贫困学生为中心，可以将教

育扶贫目标概括为: 多上学、上得起、上好学、促成长。

“多上学”解决因贫失学问题，主要是通过减少失学辍学扩大教育规模; “上得

起”解决教育费用负担问题，避免因贫失学以及因学致贫; “上好学”指提高贫困

地区教育质量; “促成长”指在常规文化知识教育基础上更加重视贫困学生的身心

健康发展。从社会以及贫困人口和家庭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教育扶贫目标包括三层

含义: 一是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养或教育福祉水平，摆脱观念和心智的贫困，或叫

精神贫困; 二是增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摆脱能力贫困; 三是减轻或消除当前

因上学导致的经济贫困 ( 见图 1) 。此外，教育扶贫还可以改善消费和健康，可以视

为溢出效应。

图 1 教育扶贫与脱贫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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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扶贫进展及成效的考察，也可以从上述脱贫机制来进行。贫困人口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从目标群体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或教育质量、各学段受教育规模

或失学辍学减少情况，以及贫困劳动力接受成人教育培训效果来考察。如果有毕业

后劳动就业市场表现数据，那么贫困学生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就可以得到更好

的体现。对于教育资助的考察首先是要看其金额及变化; 其次可以看其占家庭收入

或支出的比例。总的来说，可以用贫困家庭未成年人受教育情况、成年人接受教育

培训情况以及接受教育资助情况来反映教育扶贫成效。“断穷根”和消除因学致贫

这两大任务都是重要的，但是要分清主次，更加注重教育本身。

二、中国教育扶贫总体进展

本文主要从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措施推进两方面来概括全国教育扶贫总体推进

情况。其中，对于教育扶贫政策，首先阐述其历史沿革; 其次再从六个方面论述近

年以来政策措施的形成和落实情况。

( 一) 教育扶贫体制机制建设

国家层面的教育扶贫，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加强制度设计，研究解决教育脱贫有关重大问题。这个工作协调机制是由 2016

年 12 月出台的《教育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所确立的，教育部、发展改革委

和财政部是三家最主要的牵头单位①。2017 年 1 月，教育部将定点联系滇西工作领

导小组调整为教育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由教育部部长任组长，教育部各司局和相

关部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定期研究解决教育行业扶贫、定点联系滇西和直属高校

定点扶贫方面有关重大问题②。可见，国家层面教育扶贫实行的是部内领导小组和

部际工作协调相结合的双重体制。

地方层面教育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建立一般要早于国家层面。截至 2017 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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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 教发〔2016〕18 号)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工作领导小组名称调整为教育部脱贫攻坚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的通

知》 ( 教发厅函〔2017〕7 号) 。



年，22 个有扶贫开发任务中西部省份中，有 17 个建立了明确的教育扶贫领导小组

体制，大部分成立于 2016 年，个别的成立于 2014 年或 2015 年，如甘肃、四川; 大

部分领导小组都是在教育厅层面建立，也有几个地方成立了跨部门领导或协调机构，

如西藏、陕西和新疆等。在 2016 年底之前，由于国家层面没有设立教育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一些省份也没有设立专门教育扶贫领导机构，而只是建立了省级厅局工作

协调机制。在教育扶贫政策框架设置方面，绝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专门的教育扶贫

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有的省份在国家 《教育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出台后，

制订了省级教育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或行动方案，或者寻求与国家 《教育脱贫

攻坚“十三五”规划》的对接。

( 二) 教育扶贫政策沿革

作为大规模社会行动，教育扶贫一直是中国扶贫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

管发展农村教育天然地具有减贫功能，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扶贫政策中的教育条款

和教育政策中的扶贫条款以及专门教育扶贫政策。早在 1994 年出台的《“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就提出要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开展成

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01—2010 年) 》提出在

贫困地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 加强基础教育，普遍提

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 实行农科教结合，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

开展农民先进实用技术培训。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年) 》提出要

保障扶贫对象接受义务教育，贫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至此，教育扶贫政策已经涵盖教育保障、教育事业发展、教育资助和职业

教育发展等方面。

专门的教育扶贫政策是从 2013 年 7 月发布的 《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开始的。这份 《意见》由教育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是为落

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年)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2010—2020 年) 》的战略部署而制定。接下来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还有 《关

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 ( 2013 年 12 月) 、《国

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 2014—2020 年) 》 ( 2014 年 12 月) 和 《教育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 ( 2016 年 12 月) 。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

规划》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覆盖范围从片区县扩大到全部贫困县 ( 即重点县和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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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以及全部贫困人口 ( 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非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家

庭、农村低保家庭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2018 年 1 月出台的 《深度贫困地区

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 2018—2020 年) 》是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在 “三区三

州”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提升干部、贫困群众应用

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职业技术技能水平。

《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直接依据是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首次提出教

育精准扶贫概念，以义务教育保障为总目标，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综合性采

取提升基础教育水平、降低贫困家庭就学负担、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

服务能力等措施。《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从教育发展视角强调教育

公平和共享发展原则，其中教育公平包括保障贫困家庭妇女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的

平等受教育权利以及缩小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 提升教育发展共享水

平，包括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加快发

展民族教育。这三份文件之间的联系，很好地体现出教育扶贫在扶贫政策和教育政

策中的角色定位。

( 三) 教育扶贫政策措施及推进

根据《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扶贫实践，教育扶贫

政策措施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教育资

助、贫困生“控辍保学”、贫困生心理关爱和励志教育等措施构成教育精准扶贫的

主要内容①。

1. 优先发展贫困农村基础教育

这类政策的要点是改善贫困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增加基础教育供给。

其主要政策目标是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和质量，并应对区域性整

体贫困问题。这类政策属于城乡和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部分，对贫困地区更加倾

斜，更多地惠及贫困家庭儿童。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年) 》及以前的教育扶贫政策主要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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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此之外，教育机构的定点扶贫、科技扶贫、教育对口帮扶以及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支持也属于教育扶

贫范畴，本报告暂未涉及。



展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教育部于 2013 年起开展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行动 ( “全面改薄”) ，重点任务是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大力开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①。2013 年以来，贫困农村基础教育发展

力度加大。贫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范围从义务教育扩展到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

育。首先，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从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提高到基本普及学前三年

教育; 其次，到 2020 年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国家通过中央财政经费倾斜支

持，要求省、地市、县各级财政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等方式保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

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还采取教育对口支援、公益性助教以及志愿性服务等辅助

性手段提供社会性支持。

随着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展，2016 年，全国在园幼儿 4413. 9 万人，

比 2012 年增长 19. 8% ;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7. 4%，提前完成了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 70% 基本普及目标，也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

73. 7%的平均水平。小学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达 98. 4%，比 2012 年提高

了 2. 9 个百分点。截至 2016 年，全国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督导评估认定

的县 ( 市、区) 数量达到 1824 个②; 其中贫困县有 267 个，占贫困县总量的

32. 1%③。2016 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 99. 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104%，超

过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3. 4%，比 2012 年提高了

1. 6 个百分点。随着特殊教育的发展，2016 年盲、聋、培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也达到 90% 以上。2016 年，全国共有高中阶段学校 2. 47 万所，其中，

普通高中 1. 34 万所，在校生 2366. 7 万人; 中等职业学校 1. 1 万所，在校生 1599 万

人。2016 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7. 5%，比 2012 年提高了 2. 5 个百分点，

高于中高收入国家 83. 8%的平均水平; 中职学生比例为 40. 3%④。

2. 贫困家庭子女教育保障

贫困地区优先发展基础教育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受教育机会，同时还需要专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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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 ( 教基一〔2013〕10 号) 。
《2016 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教育部网站 ( http: / /www. moe. gov. cn / jyb_ xwfb /xw_
fbh /moe_ 2069 /xwfbh_ 2017n /xwfb_ 170223 /170223_ sfcl /201702 / t20170222_ 297055. html) ，2017 －07 －23。
2017 年，有 560 个县 ( 市、区)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
本节数据主要来自“介绍从数据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教

育部 网 站 ( http: / /www. moe. gov. cn / jyb _ xwfb /xw _ fbh /moe _ 2069 /xwfbh _ 2017n /201709 / t20170928 _
315537. html) ，2017 － 09 － 28。



策来保障一些贫困家庭子女把握教育机会，减少失学辍学。这类政策包括各种直接

促使或保障贫困家庭子女 “应学尽学”地接受教育的政策措施，其主要政策目标是

提高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参与率。教育保障政策主要包括普及三年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阶段“控辍保学”，免费、免试参加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资助等。高中

及高等教育的资助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 “绿色通道”制度可以避免一部分

贫困家庭学生因贫失学。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从 91. 8% 提高到 93. 4%，提高了

1. 6 个百分点。推算可知，应于 2012 年初中毕业的适龄儿童失学人数 148 万人，而

应于 2016 年初中毕业的适龄儿童失学人数下降到 100 万人。但是，正如教育部新闻

发布会上所说，这个成绩离“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还面

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海南、陕西和宁夏等省份在教育扶贫框架下，教育保障政

策更加具体，尤其是强化学龄儿童信息系统建设和入学监控、加强失学辍学发现和劝

返工作，避免简单地用资助政策替代入学保障。例如，海南省在 2016 年 11 月核查建

档立卡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辍学 263 人，187 人劝返，76 人进入中职学校学习。西

部省份学校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加强所在地区适龄儿童辍学监控。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从 64. 5%提高到 77. 4% ; 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85%提高到 87. 5%。但是，贫困地区学前和高中阶段入学情况仍

有差距。以湖南省为例，其全省和贫困地区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分别是 78. 0% 和

70. 6%，全省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分别是 99. 95%和 99. 88%，全省和贫困地

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是 90. 6%和 84. 2%。

3. 贫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

所有为在校学生提供的、与上学相关的直接资助和补助乃至费用减免政策均可

归为教育资助政策。在国家大规模教育资助体系建立之前，社会捐助是教育资助的

重要形式。中国青基会早在 1989 年就建立了著名的教育救助公益项目 “希望工

程”。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大量扶贫类、教育类公益项目都设立有教育捐助项目，

捐助内容包括捐款、捐物以及捐献教学设备设施等。

自从 2001 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从学前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贫困家庭学生政府

资助体系，资助来源以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重要补充，资助金额不断

增加。2001 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即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

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贴生活费，开始在局部地区试行。经过十余年发展，“两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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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政策于 2016 年实现农村全覆盖，2017 年实现城乡全覆盖。2007 年，国家教育

资助体系形成，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覆盖在校本科学生、

高职生和中职生①。2010 年，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建立。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②。贫困家庭

中职学生，除享受国家助学金外，还从 2009 年起享受免学费政策，此项政策覆盖范

围后来扩大为所有农村学生。高校资助政策更加完善，由十余类政策组成，除了国

家助学金外，还包括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

资助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学费减免等。2011 年秋季学期起，国家按照 “地方先

行，中央补助”原则，建立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体系。

2012 年以来，教育资助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五年来学生资助金额累计近 7000

亿元 ( 不含“两免一补”) ，年均增幅 10. 66%。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年资助金额

从 1126. 08 亿元增长至 1688. 76 亿元，资助学生 ( 幼儿) 从 8413. 84 万人次增长至

2016 年的 9126. 14 万人次 ( 陈保生，2017) 。

各省份都在落实国家政策基础上制定省内全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通常还进一

步加大教育资助力度。学前教育资助在大部分地区采取现金补助形式，标准从 300

元到 1000 元不等。较多西部省份实施了免除保教费或者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包括广

西、重庆、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省份遵照国家

“两免一补”和营养改善政策执行。部分省份提高了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或提供

省级补助，如重庆将小学和初中的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6 元和 7 元，

海南为建档立卡小学和中学学生分别补助 2400 元和 2900 元。较多省份扩大义务教

育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从片区县向重点贫困县扩展，河南已经扩大到全省全部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普通高中阶段，部分省份提高了建档立卡学生国家助学金标准，

如重庆和湖南分别提高到 3000 元和 3500 元; 贵州和云南提供省级助学金; 还有一

些省份免除住宿费或书本费。高等教育阶段，一些省份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省级补助

政策，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等，标准介于 4000 元至 6000 元。

4. 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所有与中等职业学校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入学、资助以及实习就业等相关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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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

见》 ( 国发〔2007〕13 号) 。
《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意见》 ( 财教〔2016〕292 号) 。



策均可归为职教扶贫。职教扶贫政策目标是多元的，主要是促进未升入普通高中的

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教育扶贫

具有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双重意义。其中，结构优化效应更加重要，因为它使教

育结构与生源素质结构以及劳动力需求结构更加匹配，更多地覆盖了贫困家庭子女。

2014 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职业教育体系，全国有 1. 23 万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约 10 万个专业点，在校生达到

2682 万人。在现代产业和领域，比如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领域，一线新增人员 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全国组建了 62 个行业职

业教育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建成约 1300 个职业教育集团，实施了示范性中等和高等

职业学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重大工程，不断提高 “双师型”教师

比例。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 95%以上，高职

超过了 90%①。

此外，职教扶贫措施还包括职业教育东西协作、省域内优质学校对口帮扶贫困

地区薄弱学校、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设立国家及地方中等职业

教育助学金和开展扶贫励志教育等。在地方层面，大部分省份都将职业教育作为教

育扶贫的重要领域，基本上按照《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 “加强基础能

力建设”的框架来实施。主要做法包括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立生均

拨款制度，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素质，推动优质和一般职教学校对口帮扶

和合作办学，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以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

策体系等。

5. 开展贫困成年人教育培训

凡是与贫困家庭成年人的继续教育和职能技能培训有关的鼓励和促进政策都可

归入此类，其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农村贫困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成人教

育扶贫政策措施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雨露计划”、“阳光工程”技能培训、

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民夜校等，很多由教育部门之

外的其他部门执行。

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做法都是依托县级职教中心等教育资源，或者以县级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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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介绍》，教育部网站 ( http: / /www. moe. gov. cn / jyb_ xwfb /xw_ fbh /moe_ 2069 /
xwfbh_ 2017n /xwfb_ 070703 /170703_ sfcl /201707 / t20170703_ 308410. html) ，2017 － 07 － 03。



中心为主体，联合教育、人社和农业等部门，开展农业新技术培训和农业劳动力转

移实用技术培训。各地报告的农民培训规模，从几万人次到 200 万人次不等，较多

的为全省 100 万人次左右。具体来说，黑龙江省共开展农业和非农业技能培训 925

万人次 ( 近年合计) ，河南省精准扶贫技能培训 200 万人次，湖北省和甘肃省分别

开展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实用技术技能培训 100 万人次，云南省以农村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为载体，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40 余万人次; 西藏开展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 4 万人

次; 陕西省全省县级职教中心举行各类培训 12. 3 万人次，其中精准扶贫培训 1. 7 万

人次，占 13. 8%。一些地区制定了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扶贫方案，例如，河南省在

贫困县各遴选一所中职学校，开设精准扶贫技能培训班，年均可培训 1. 5 万人次;

陕西省也开设了精准扶贫技能培训班。

6. 贫困儿童营养健康保障

对贫困儿童的营养干预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促进智力发育以及良好行为习惯

养成。2010 年前后，面向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由不同的组织以不同的形式

开展起来①。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在片区县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试点工作，中央财政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3 元②。2014 年 11

月，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天 4 元。2016 年 8 月，国家扩大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地方试点范围，争取到 2017 年覆盖到所有贫困县③。2014 年 12 月，国办印发 《国

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将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扩展为儿童健康保障计划，

包括新生儿出生健康、婴幼儿营养改善和儿童医疗卫生保健三个领域，惠及 680 个

片区县从出生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的所有农村儿童。

从 2011 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591 亿元，用于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财政还安排 300 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学校食堂建设，现已完成食

堂建设项目 6. 85 万个，全国实行食堂供餐的试点学校比例达到 71%，国家试点县

达到 76. 6%，比 2012 年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9 个省④ 1590

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学校 13. 4 万所，受益学生总数达到 3600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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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网络资料，2009 年，美国谷歌公司与青基会实施了“一个蛋”项目; 2010 年，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与国内 9 家民间公益机构于 2010 年底联合发起“一个蛋”项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 ( 国办发〔2011〕54 号) 。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教育部，2017 － 03 － 12。以下多处数据也引自此

报告。
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



全国超过 1 /2 的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超过 1 /2 的义务教育学校提供营养餐，近

1 /4 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营养膳食补助。贵州省率先在全部 66 个贫困县开展学

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试点，每年每人补助额 600 元。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连

续四年的跟踪监测表明，从 2012 年到 2015 年，试点地区学生每天吃到三餐的比例

由 89. 6%上升到 93. 6%，营养知识水平得分提高了 16. 7 个百分点; 男、女生各年

龄段的平均身高提高了 1. 2 厘米至 1. 4 厘米，平均体重增加了 0. 7 公斤和 0. 8 公斤，

改善速度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 贫血率从 2012 年的 17. 0%，降低到 2015 年

的 7. 8%，营养不良问题得到缓解①。

三、教育扶贫典型经验

教育扶贫既有统一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各地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典型经验，本文

简要介绍以海南省为代表的教育精准扶贫和以贵州省为代表的职教扶贫。

( 一) 海南: 突出“促成长”目标的教育精准扶贫

海南省长期以来重视教育扶贫，2005 年率先开展教育移民扶贫工程，建成 38

所思源实验学校和教育扶贫移民学校，为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了 5. 5 万个优质

学位。2009 年起，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创办巾帼扶贫励志班，免费招收贫困女生，

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的肯定，目前已经累计招生约 1 万人。扶贫励志教

育扩展到全省所有中职学校，由专业班演变为课余班，专门开展励志讲座和其他课

余辅导。开展脱贫攻坚以来，海南省立足已有的教育扶贫经验，提出 “全上学、全

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十二字教育精准扶贫目标，致力于构建以教育资助和农村

贫困地区学校建设为基础，精准服务和成长关爱、职教扶贫和就业帮扶为重点，基

层教师广泛参与的，全覆盖、多层次教育精准扶贫格局②。

与多数地区以教育资助为主的通行做法相比，海南省提出的 “促成长”目标与

教育扶贫内涵更近一步，切实采取措施，促进学生精神层面发展，有利于其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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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节数据主要引自《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教育部，2017 － 03 － 02。
《教育———改革奋进的五年》，《平安校园》2017 年第 9 期。



入劳动力市场及社会。海南省推行的教育扶贫 “十大举措”中，能够体现促成长目

标的措施主要有: ( 1) 构建服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两张网”，分别是基层教

师组成的“服务网”和由教师和贫困学生一对一结对组成的 “关爱网”; ( 2) 将巾

帼励志班经验推广为全省中职学校的扶贫励志班，实行选择学校和专业、安排勤工

俭学岗位、提供校外实习岗位和推荐就业 “四优先”支持，开展 “双扶”教育;

( 3) 积极开展就业导向的素质型职业教育，紧密结合就业市场，鼓励参加勤工俭学

和顶岗实习，对优秀学生开展正面典型宣传，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促进贫困

学生积极学习，同时让贫困学生的精神风貌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影响到家长，提升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 4) 开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并在农村基层设立教学点，组织

村干部和贫困户参与，将收看电视节目和课堂学习讨论相结合，传播扶贫政策和脱

贫致富经验。

( 二) 贵州: 技能全覆盖和消除零就业的职业教育扶贫①

贵州致力于穷省办大教育，在大扶贫 “1 + 10”政策框架下实施教育扶贫工程，

在加强教育资助基础上，突出发展职业教育。贵州率先全部免除中职学费，举全省

之力实施教育“9 + 3”计划; 率先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编制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规划 ( 2013—2020 年) 》和出台 《支持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 颁布全国首

部省级《职业教育条例》，规定加强面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向

贫困人口提供免费职业教育。贵州职业教育扶贫具有以下突出做法。

扩大职教规模和创新职教办学方式。实施中职学校 “百校大战”，扩建校舍和

增加学位，推动“学校办到园区去、车间搬到校园来、专业围着产业办、学生就近

找工作”，新组建 9 个职教集团，54 所职业院校入驻工业园区办学。2012 年动工建

设清镇职教城，已有 19 所职业院校、6 万师生陆续入驻，成为全省 “教城互动、产

教互动、职教改革、技能培训”的引领区、创新区、示范区，实践了 “产业园区 +

标准厂房 +职业教育”的职教办学模式 ( 孙永红，2016) 。

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依托优质职教学校，组建 100 个职教扶贫基地，在

新型“雨露计划”框架下，实施职教培训扶贫 “1 户 1 人”三年行动计划 ( 2015—

2017 年) ，农村贫困学子助学“圆梦行动”、农村贫困妇女 “三女” ( 持家女、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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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锦绣女) 培育工程、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行动和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行动等五项行动，计划在 3 年内对全省 120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1 户 1 人 1 技能”全覆盖，逐步消除农村“零就业”贫困家庭。

在优质职业学校创办精准扶贫班，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全免费教育并优先保障

就业。2015 年起，安排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所院校，每年分别从威宁县和

赫章县招收 2 个班共 100 名贫困家庭学生，组成精准扶贫班，每年合计招生 2000

人，提供免学费、统一发放助学金、免除住宿费、书本费、保险费、发放特困生活

交通补贴、特别设置专业和优先保障就业等一系列优惠政策。2017 年，该政策覆盖

范围扩大到 5 个贫困县，招生名额扩大到 4000 人。

以内涵建设提高职业教育质量。2016 年 8 月出台《以内涵建设引领中等职业教

育持续协调发展的意见》，适度调减中职学校数量和扩大办学规模，坚持规模、速

度、质量、效益同步推进，完善办学设施条件，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健全中等职业

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着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穿中等职业教育全过程。在已有的中职

“百校扶贫基地”的基础上，遴选 30 个左右省级示范职教扶贫基地，推动职业教育

主动服务全省大扶贫战略。

四、中国教育扶贫政策初步评价

总地来看，教育扶贫领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投入，政策措施丰富多样，短时间

内产生明显成效。在诸多教育扶贫措施中，教育资助、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中等职

业教育构成了主导性的 “三驾马车”。但是，当前教育扶贫的短板是中等职业教育

和成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的缺失，对教育扶贫效果的评价机制也相对滞后。

( 一) 教育扶贫措施多，资源丰富，成效明显

教育扶贫领域已有大量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控辍保学”、

“全面改薄”以及县域均衡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

普平衡”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全方位教育资助，学校能力建设，学校师生生

活条件改善，高校招生倾斜，中职招生兜底等。另外，教育扶贫资源也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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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财政大幅度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及扩大教育资助政策外，省以下各级地方

政策都相继出台相应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政策，东部发达省份通过东西部教育扶

贫协作机制投入资金和人力物力，社会捐助也有大量资金资源流入教育部门。所以，

总地来看，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办学条件大大改善，适龄儿童入学比例不断提高，营

养改善计划提高了儿童营养水平，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教育资助等政策改善了儿童生

活条件，留守儿童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也从关爱行动中得到了积

极干预。

( 二) 教育资助、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构成教育扶贫 “三驾马车”

教育资助、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尤其突出，进展更快，效果

更加突出，可以视为当前教育扶贫政策措施的 “三驾马车”。教育资助相对较为容

易操作，各地在国家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基础上，纷纷出台自己的教育资助政策，基

本上从学前到义务教育以及高中以上教育都有覆盖，而且从建档立卡家庭子女扩大

到非建档立卡的特困供养家庭和低保家庭子女。从其广泛覆盖程度看，其所能起到

的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作用可能要大于促进上学和防止失学的作用。农村基础教育

条件主要通过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项目、贫困地区 “全面改薄”项目以及东西

部教育扶贫协作得到较快发展，“撤点并校”势头得到扭转，寄宿条件得到进一步改

善，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成为基本事实。中职教育的发展和免费、免试入学政策在

概率上更多地偏向贫困家庭子女，降低了他们因为成绩不够好和经济承受能力不足而

失学的可能。一些地方将励志教育纳入中职学校教育，进一步改善了教育扶贫效果。

当然，还应当进一步鼓励地方的制度创新，以巩固农村基础教育的可持续性。

( 三)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质量是教育扶贫的两大短板

从相对进展来看，教育扶贫有两大短板，分别在于中等职业教育质量以及成人

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和入学优惠政策的确为贫困家庭

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创造了条件，一些地区和一些学校也的确看到了明显效果。

但是，中职学校入学比例趋于下降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中职学校招生比例的下降更

多地体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招生不足，尤其是贫困地区县城的职业学校，与大

中城市优质学校招生火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学校招生不足表明其教育质量

以及毕业生就业形势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另外，教育扶贫的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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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由于其组织难度，尽管各地都有不少典型经验以及较大的培训规模数据，但是

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技能培训的师资、内容和组织形式往往难以适应贫困劳动

力的实际需要。成人培训的领域还比较狭窄，基本都聚焦于职业技术，鲜有社会生

活教育课程，远未达到素质教育要求，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文化素质提升作用

有限。

( 四) 教育扶贫效果评价机制相对滞后

目前教育扶贫效果评价首先是看做了哪些工作，包括投入了多少资金、建成了

多少学校或设施、补贴了多少学生和实施了多少项目等，或者至多看增加了多少学

生以及减少了多少失学辍学。从本文建立的教育扶贫机制看，教育扶贫效果最终要

落实到人，即其扶持对象享受政策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包括收入替代情况、受教

育情况、人力资本及综合素养提升情况等。如果将贫困视为能力的缺失和福祉水平

的低下，那么教育扶贫应当通过能力的培养而实现福祉水平的提升，也就是最终要

看扶持对象的心智发展水平提升情况。由于人的素质、能力本身就难以评价，而且

教育从完成到转化需要相对长的过程，现实中也缺乏监测评价机制，所以目前对教

育扶贫效果的评价也只能适用上述间接但是可观测的指标，但是这对于教育扶贫本

身所应当体现的效果来说是滞后和不足的。

五、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的政策再建构

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需要明确在剩余时间的目标要求。对照教

育发展目标，如果说，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的底线要求，那么，

为了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就要继续推动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大力普

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考虑到资源有限性和时间紧迫性，教育扶贫应突出重

点，确定适当的资助标准，注重实效性和持续性。

( 一) 确立教育资助的合理标准和持续性机制

由于教育资助排他性，获得资助的家庭与边缘性家庭有着巨大的福利鸿沟，甚

至构成新的社会不公平，也使得改善教育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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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扶贫措施容易被忽视。因此，从教育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教育扶贫的多

元目标来看，教育资助应当有个合理限度，不能盲目提高。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公立教育费用尚可接受，民办教育的费用则明显偏高。因此，在尽可能普及公办或

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前提下，免费学前教育或提供相应标准的资助是两个可行的政

策方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政策基本够用，进一步的

资助可以在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基础上给予贫困生适量普惠性生活费补助。中职教育

免学费政策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已经基本满足需要，但是由于生活费用明显增加，可

以通过“雨露计划”为贫困生适当提供助学金。普通高中贫困学生已有类似于中职

学校的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可以考虑免费提供教科书、提供励志奖学金等补

充政策。大学教育阶段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教科

书补贴、励志奖学金和生源地信用贷款等补充政策，不宜直接给予高额助学金。

( 二) 推进县域十五年教育基本均衡

从脱贫攻坚需要看，贫困地区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扩展到学前教育和

高中阶段教育，也就是基本普及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十五年基本教育以及县域十五

年教育基本均衡，前者可以视为后者的一部分，这对于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以及

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有根本性意义。为此，首先，要大力增加对贫困地区以及非贫困

县的发展薄弱地区的教育投入，包括学校建设和师资建设; 其次，要分类确定政策

重点。对于义务教育，主要是遵循现有政策框架，继续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完成

“全面改薄”工程，继续提高乡村教师整体水平。对于学前教育，主要是加大乡村

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以民办公助的普惠性幼儿园为补充，尽快实现学前教育设施

的基本普及。对于高中阶段教育，一是要解决不平衡问题，包括“职普”不平衡以及

普通高中的发展不平衡，改善薄弱高中的办学条件和水平; 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注重

提升义务教育质量，通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初中毕业生，尤其是后进生的整体

素质，提高高中入学率。

( 三) 缩小高中阶段“职普”不平衡程度

高中阶段教育的短板问题和主要矛盾是 “职普”不平衡。2016 年，我国职普招

生比为 0. 58 ∶ 1，与 1 ∶ 1 政策目标相去甚远。22 个有扶贫任务省份中，有 4 个省份

该比例低于 0. 4，8 个省份低于 0. 5，高于 0. 7 的只有 4 个，最高的安徽省为 0. 85。

932

·调查报告· 中国教育扶贫: 进展、经验与政策再建构



2017 年初出台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 2017—2020 年) 》较为系统地提出

了发展目标、攻坚重点、重点任务以及主要措施，应予以切实推动。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比例提高的生源有二，一是部分不适宜就读普高的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 二是

那些流入社会不再上学的初中毕业生。主要手段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根本性措施

在于提升中职教育资源和质量，确保其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有足够的就业能力; 其次是

做好中职招生宣传工作，用毕业生就业数据和案例来增强说服力，让学生和家长形成

对中职教育的正确认知; 最后是用免费教育、资助、校企合作等政策适当地激励。

( 四) 在农民教育框架下推进贫困农民培训

尽管缺乏充分的数据说明，但是农民培训除了具备规模优势，质量和效果都不

甚理想，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培训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双不足，各地教育扶贫规划和

政策中对其也没有置于足够重要的地位。针对贫困家庭的教育培训是为了减轻当代

人在技能、精神和文化上的贫困，也是长期以来有识之士开展的各类乡村教育运动

的主题。在居民福祉概念框架下，农民教育应注重提升居民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狭

义的技能培训。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农民教育相当于城

乡社区教育。农民教育培训应包含精神文明、文化、道德法制、观念意识和技术技

能等各个方面。目前，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和城乡社区教育属于教育部门职能，但是

涉及面广，非教育部门一家之力所能为，需要多部门合力为之。在教育脱贫攻坚中，

各地相继开展了一些有益探索，如云南省的乡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贵州省的农民

讲习所、海南省的脱贫广播电视夜校等。农民教育培训需要提高针对性和瞄准程度，

逐步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和培训效果，并实现以脱贫攻坚为契机发展农村成人教

育目的。

( 五) 实施结果导向的教育扶贫效果监测评价

各地都还没有意识到该如何评价教育扶贫效果，仅以完成教育扶贫框架下各

项政策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方法，例如完成了多少教育资助、建成了多少学

校和设施以及 “控辍保学”成果等。这些是必要的，但是很不充分。教育扶贫是

一个规模庞大的德政工程，专门开展与教育扶贫目标相适应的效果评价监测是值

得的。从扶志、扶智的目标导向看，应当在上述教育扶贫产出的基础上，实施结

果导向的教育扶贫效果监测。就是要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学生为中心，考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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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受教育状况、技能掌握情况、劳动就业改进情况、观念意识和文化素养提升

情况等。为保证监测评价效果的公正客观，可以由教育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合作开

展监测和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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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trong impacts on offspring’ 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chievement．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family has been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in terms of theories，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from aspects of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on offspring’s education attainment; 2 ) the mechanism of educ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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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Dandan ＆ Chen Xiaomeng 203……………………………………………………

Abstract: The middle class is a newly emerging social group．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middle class is
the critical part of the neoliberal ideology． The descriptions and explanation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facts can partly reflect the reality but also twist the theoretical focuses． The conceptions such as housing
stratification，cultural capital and symbol of consumption have become the latest theoretical focuses． It
has always been the concer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social
classes and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ies． And the potential tension between fragmental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structur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s never drained away． Since the criteria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conception of middle class have been changed so much，it has emerged increasing research outcomes
for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ＲVEY ＲEPOＲT

Poverty Alleviation by Developing Education: Progresses，Experiences， and Policy

Ｒeconstructions Tan Xuewen 223………………………………………………………

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developing
education，at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by the end of the mid 2017，and the progress of the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six aspects． Taking Hainan and Guizhou as two typical examples，
it shows obvious effect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ducational funding，
development of basic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Troika” of suc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ut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poor
adults are still the short boards． This paper suggests five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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