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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乡孩子共享教育的阳光雨露
通讯员 王旭明 阳彬 周沭源

———衡阳市南岳区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烧田小学坐落于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烧田村，是一所村级教学点，现有 2个教学班，学生 26名，在职专任教师 3人。
2017 年，在南岳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区教育局以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迅速推进烧田教学点标准化建设，投入了 65 万

余元，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维修改造：新建了校门、围墙，更换了门窗，粉刷了墙壁，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配置了电脑室、仪器室、图书
阅览室等功能室；添置了交互式一体机、图书、教学仪器及设施设备，现代化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以前教学条件比较艰苦，现在校容校貌变化今非昔比。 ”12月 15日，在该校明亮的多媒体教室里，刚使用触屏教学电脑给学生
们上完课的刘祖平老师说。

近年来，南岳区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不少学校都大变样，烧田小学便是其中一个蝶变的缩影。“农村学校的条件变好了，
许多在中心城区上学的孩子又回到就近的学校读书了……”这是众多家长的心声。南岳区委、区政府以建设教育强区为目标，大力实
施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战略，实现教育事业健康协调均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荣获“湖南省 2013 年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
优秀单位”“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区”“湖南省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区”“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市区”“2016 年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实施优秀组织单位”等称号。

金月完小王丹霞老师“送课下乡”

▲金月完小进行消防安全演练▲

加快校园建设，美化教育环境

南岳区最偏远的寿岳中心学校下设 1 个完全小学———红
旗小学，绿树红墙，相映如画，被老百姓誉为“最美乡村小学”；
另有 4 个村级教学点，在近几年陆续建设漂亮的教师周转房、
引进最先进的多媒体交互一体机，配齐了各类功能室，配备了
多种安保设备， 建成了直饮水工程……学生家长纷纷感慨：

“这是城区优质学校才有的办学条件啊！ ”
改善办学条件是办好义务教育的底线。 近年来，南岳区坚

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实施合格学校建设，从 2008 年开始，
南岳区共投入 2100 余万元， 先后完成了 14 所合格学校建设
任务，全面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合格化办学目标。

针对农村学校“太弱”的问题，南岳区投入资金 200 万元，
建好了岳林、水口等农村教师周转房，落实教师工作住房保障
体系；4年来共投入资金 6000多万元，完成了金月完小、红星、
黄竹、烧田、龙凤等学校的校舍新建、改造，运动场、厨房、厕
所、围墙的建设工程和各类设施设备的添置。 因改造力度大、
资金保障到位，措施有力，2016年南岳区“全面改薄”工作得到
了湖南省教育厅的表彰，获得改薄奖补资金 100 万元。 目前，
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日趋均衡，面貌焕然一新。

实践证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教育信息化大有可为。 继
2013 年成功创建“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区”之后，南岳区
又投入资金近 800 万元，装备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建成高标准

“班班通”，计算机教室按比例配备到位，农村小学及教学点均
建成了远程教育接收站。 通过与南岳区信息中心的衔接，实现
50M 光纤与南岳区教育局信息中心、20M 光纤与各中小学相
连，形成了内外互连互通、功能齐备的教育区域网；完善功能
室 140间，购置教学电脑 959台，装配了 LED交互智能一体机
及电子白板多媒体教室 180间，实现各学校功能室齐全。 多媒
体教学城乡全覆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环境虚拟化的
目标。 2016年，南岳完小、金月完小获评衡阳市首批“教育信息
创新应用示范校”；在衡阳市机器人大赛中，金月完小过关斩
将，摘得桂冠。

打造平安校园，铺垫教育基础

11 月 27 日，南岳区卫计局、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学校传染
病预防与控制培训。

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 南岳区第一中学联合南岳区
疾控中心开展防艾知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在师生中宣传普
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国家有关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政策。 同期，
南岳区万福中心学校邀请衡阳市消防协会消防专家对全体教
职工（含工友和门卫）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专家从火灾起因及
逃生自救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为老师们展示了微
型灭火器、防烟面罩、手电筒等一系列的消防用品，每个老师
都认真聆听。 这些消防知识也通过老师向全体学生普及。

安全教育培训常抓不懈，南岳区及时组织全区各学校、幼
儿园负责人参加各级各类安全培训；推行安全教育进课堂，开
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定期组
织开展防震、防火、防水、疏散逃生演练活动，提高学生的自防
自救能力。

“安全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石，做好中小学生安全工
作绝非易事， 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有 20
多种，包括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交通事
故、火灾火险、溺水等。 ”南岳区教育局分管安全的副局长王旭
明介绍，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南岳区紧绷“安全之弦”，牢
筑“安全之门”。

历年来，南岳区教育局与各学校签订了《学校及周边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责任状》和《安全工作责任状》等责任状，制定并
下发了系列文件， 将综治安全工作列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重

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2016年，南岳区投入近 200 多万元完善“三防”设施，聘请

了专（兼）职安保人员 50人，建立了校园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安
装探头 1000 余个，购置了专用安保器材 50 套，安装一键式报
警器 30个，构建了集人防、物防、技防于一体的安全防控系统。

每年春秋两季，公安、消防、交警、安监、药监、城管、教育
等部门联合开展“百日整治”及“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学
校周边环境。 同时，每月开展校园安全工作检查，2016 年共发
现存在的问题及安全隐患 56 处，现场整改 30 处，下发整改通
知书 26份，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多年来，南岳区各学校未发生一起校园安全责任事故，未
出现一例校园恶性案件，未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确保了广
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南岳区于 2016 年成功获评“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
市区”，成为衡阳市唯一获评得县市区。

加大师资配置，提升教育质量

2016年 9月，衡阳师范学院毕业的陈军经过严密的笔试、
说课、面试和岗前培训，进入红旗小学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 至此，今年南岳区招聘特岗教师、公开招聘教师、安排全科
教师共 69 人，全区中小学校足额配备了音、体、美、计算机、信
息等专业师资。

一直以来， 新招聘教师向边远山区学校倾斜已经成为南
岳区的常态，该区硬性规定城区学校凡是职称晋升的教师、参
评骨干教师都必须到农村学校任教一年以上。 同时积极落实
教师轮岗交流制度，两年来校长交流轮岗 6 人、教师交流轮岗
42人。

提升教师素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南岳区积极实施
“校际结对帮扶”的互助战略，采取单向支教、双向互派及紧缺
学科教师走教等形式，开展“带教、送教、支教”活动，每年开展
的互助交流活动达 60余次。

2017年 11 月 28 日， 南岳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刘明娟以
及承担教学任务的谭孟君、胡娟娟、文姿等老师深入寿岳中心
学校传经送宝。 整个送教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帮助解决
了寿岳中心学校老师课堂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带给
老师们感叹与思考……

除了“送教下乡”之外，南岳区近 3 年来共安排中小学教
师 4312 人次参加了省、市、区教师及学科培训，选派 509 名教
师参加“国培计划” 和网络研修培训， 全区教师参培率达
100%，着力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实现有质量的教育目标。 至
2017年，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学历达 80%，小学教师大专以上学
历达 97%以上。

全力提高教育质量离不开课堂改革。 从 2014 年开始，南
岳区中、小学持续开展了“课堂教学改革展示观摩研讨”活动，
所有学科以“1+1”的研讨模式（即：一点欣赏，让我们的课堂更

精彩；一点挑刺，让我们的课堂更完美）进行了深度探讨，进一
步推动了“生动课堂”建设，打造了高效课堂。 通过狠抓教学改
革， 进一步提升了全区教育教学质量， 连续四年获评衡阳市
“初中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位”，2016 年，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
监测工作中，南岳区荣获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
施优秀组织单位”。

同时， 南岳区鼓励学校结合自身资源优势， 探索并打造
“一校一品”工程：创建了实验中学、南岳完小、金月完小“全国
足球特色学校”；金月完小开设拟人写字、诗词兴趣课，诗教文
化独具特色，获评湖南省“诗教先进单位”；南岳完小的路队文
化别具一格，雅行教育初具端倪，被湖南省教育学会立项为十
三五首批研究课题；万福小学、黄竹小学、红旗小学以经典诵
读为抓手，打造“书香校园”……

实施“关爱工程”，狠抓控辍保学

近期，万福中心学校深入 4 个辖区村（社区）开展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人口“四证”(建档立卡扶贫手册、残疾证、低保证、
农村特困救助手册)调查等工作。 通过细致工作，周密部署，建
好教育扶贫档案， 该校 22 名教育扶贫对象资料全部落实到
位。

“让所有孩子都能沐浴教育的阳光雨露，最重要的一点是
保证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有学上到上好学。 ”南岳
区教育局局长左传益如是说，南岳区深入开展扶贫助学行动，
成效明显。 2016年开始，南岳区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及非建档立卡残疾、 低保学生免除学杂费， 共免学费 177 万
元； 搭建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教育扶贫信息， 建立了
322名学生的电子信息档案，落实了从幼儿园到高中各阶段扶
贫助学资金 550余万元；持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2016 年来
共募集社会各界爱心款 83.75 万元， 资助了 354 名中小学生；
争取爱心企业为南岳区 40 名贫困学生捐款 4 万元，捐赠了书
包和图书等；联系南岳区关工委、老科协、团区委、区妇联向 70
名贫困学生、留守儿童赠送了学习机和学习用品，并筹集资金
8万元，为山区近百名学生提供了免费营养午餐。

南岳区明文规定， 凡在南岳区范围内的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只要务工人员居住地学校学位有余，均可申请入学。 学位
不足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就近安排，并享受九年义务教育同等
待遇。近两年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达
100%。 同时，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
“三残”儿童关爱体系，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
确保了“三残”儿童入学率达 100%。同时，全面建立了“留守儿
童”档案，积极开展“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开设心理咨询辅导
室、爱心视频屋，给予留守儿童更好的关心、爱护。

在众多控辍保学措施下，近 4 年来，南岳区小学入学率、
巩固率均达 100%， 初中入学率、 巩固率分别达 100%和
99.8%。

“改薄”后的烧田小学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