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12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彭静 版式：曾善美 校对：李虹

城步：3.5 万苗乡学子获得感提升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赵海英 王需要

绥宁：教育扶贫惠民 寒门学子圆梦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唐日新 张先邵 沈和平

政策落实扎实有效
“你好，我孙子现在是寄宿生，我们家不

是建档立卡户，能不能享受寄宿生补助？”9月
6 日，绥宁县教科局学生资助中心，从农村奔
波而来的肖奶奶向工作人员咨询政策事宜。
绥宁县教科局扶贫专干刘旭昆耐心解释相关
政策， 并告知肖奶奶往后孩子的父母可通过
手机查询相关政策，不必来回奔波。

刘旭昆花了 2 个月的时间开发绥宁县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查询系统。 他现场给记者演
示操作， 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 学生个人信
息、 补贴金额及发放日期等详细信息一目了
然。 刘旭昆表示， 系统可同时容纳 100 人查
询，目前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家长不日
将能通过电脑和手机了解最新的资助政策，
这也将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知晓率。

不仅如此， 新的学期， 绥宁县教科局的
《教育扶贫学生资助政策解读》宣传单也制作
到位，不久，该县在校学生将人手一份，阅读
完之后在回执单上签名并上交， 这也让学生
及家长及时知晓资助政策。

邹建新介绍，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很到位，
资金落实也不含糊。 2018年上半年，绥宁县发
放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金 76.1 万元，
发放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生活费补助 312 万元， 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 145万元。

该县在全面落实不同教育阶段各项学生
资助政策的同时，不断创新。 2017 年 4 月，该
县在全省率先出台《绥宁县义务教育阶段建
档立卡贫困通学生及极端贫困学生资助方
案》，对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通学生及
极端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这一举措弥补了义
务教育阶段贫困通学生资助的空缺， 走在了
全省学生资助的前列。

社会助学点亮希望
大学录取通知书对绥宁县瓦屋塘镇新桥

村的学生周顺来说， 可谓喜忧参半。 今年高
考，他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但由于家庭因病
致贫，周顺只能将“大学梦”深埋心底。

得知周顺的情况后， 绥宁县教科局学生
资助中心工作人员、 县教科局驻瓦屋塘镇教
育扶贫专干等一行人上门走访调查， 为周顺
争取到绥宁县教育基金会 5000 元教育扶贫
助学金，为他实现“大学梦”奠定了基础。

经过调查并公示，今年秋季，绥宁县共有
40名寒门学子在县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顺利
走进大学校门。

邹建新说， 绥宁县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氛
围日渐浓厚， 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

士为该县贫困学子点亮希望。
绥宁县麻塘苗族瑶族乡学校是绥宁县最

偏远的乡镇学校之一， 社会爱心人士申淑英
就地考察后， 发动身边的朋友组成了帮扶团
队，资助该校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子，给
予每学期 1200 元的资助， 特别优秀的孩子，
将从小学资助到大学毕业。今年，该校就有 13
名学生受益。

六年级学生小于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
外出打工，一年难得见面，爷爷去世，奶奶也常
年腰腿疼痛，小于生活困窘但不放弃读书。2017
年春季学期开始，小于已经连续受助四个学期。

“送教上门”温暖人心
家住在寨市苗族侗族乡表田村的杨斌

（化名）是一名智障儿童，第一次见到绥宁县
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时， 他只是躲在父亲的身
后，全身发抖。

在交流过程中， 特校老师发现杨斌喜欢
听歌，后来的每一次送教，老师都以音乐拉近
与他的距离，然后再进行教学。 经过两年多的
送教，杨斌现在可以算出 5 以内的加减法，能
够认识基本的颜色， 并正式成为该县特殊教
育学校的在校就读生。

刘晓（化名）家住东山侗族乡三溪村，智
力中度障碍，生活不能自理。 起初，刘晓奶奶
极力反对送教老师锻炼刘晓的自理能力，但
按照送教老师的要求培养三年后，刘晓吃饭、
穿衣、洗澡、上厕所都能自理。 这个学期刘晓
高高兴兴来该县特殊教育学校读寄宿了。

据了解，自 2014年下学期开始，绥宁县特
殊教育学校四个送教小组为 17 个乡镇的 63
名残疾孩子上门送教。 现在已经有 12名送教
上门学生进入特殊教育学校正常就读。

邹建新介绍， 为了让未入学的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也享受到教育的权利， 绥宁县实施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通过特殊教育学校、普通
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措施，切实提高残
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教师节前，中南大学吴晓林、纪效波、湖南大学战蓓蓓、周一歌及上海交通大学付超鹏五位教授资助贫困学生的 10000 元助学款
已到位，即将发放到绥宁县武阳镇等 3 个乡镇 16 位贫困学生手中。 迄今为止，吴晓林教授为首的资助团队在绥宁县共资助 263 人
次，资助总金额达 70800 元。

开学季，绥宁县的各项学生资助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教育扶贫，不落一生。 ”绥宁县教育科技局（以
下简称“绥宁县教科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邹建新介绍，近年来，绥宁县稳妥落实各级资助政策，尽量扩大社会力量助学面，建立健
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家庭困难学生帮扶长效机制，实现了学生资助政策对所有学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让贫
困山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家庭和社会，该县一直在努力。

受助大学新生周顺（右一）

爱心人士捐资助学

2014年开始， 城步苗族自治县被定为湖
南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一类项
目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出台相关政策文
件，调整中小学布局，多渠道筹措项目资金，
全力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良好育人
环境。

5年的时间，该县焕然一新的校园成为各
地最美的建筑。 崭新挺立、极富民族特色的新
教学楼、综合楼宽敞明亮！ 舒适整洁的食堂、
学生宿舍、 教师周转房极大地改善了农村薄
弱学校师生的就餐、住宿条件！ 现代化的教学
设施设备、 配置丰富的多种功能室为孩子们
搭建了宽广的舞台……

3.5 万苗乡莘莘学子的获得感、社会的认
同感如何？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一探究竟。

功能室助力学生成长
城步苗族自治县杉坊小学是一个偏远教

学点，几年前，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会忘记：
两层低矮的楼房，6 间教室窗户只有窗棂，冬
天寒风呼啸而来，直灌衣领；操坪都是泥巴，
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整个校园只有
几棵梧桐树点缀。

2017年暑期，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教育科
技体育局的规划下， 该校启动义务教育合格
学校建设项目，整个暑期，工人们头顶烈日，
弯腰弓背修水渠、 平整地板……2017 年秋季
入学的新生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教室墙壁洁
白如新，课桌椅整齐归一，水泥硬化的操坪里
篮球架、乒乓球台逐一摆放，功能室、会议室、
食堂、实验室等一应俱全。

“学校所有的硬件设施全部都是按照义务
教育合格学校标准建设，校门外的道路也进行
了水泥地硬化。 ”站在校门前，该校校长杨文
武不禁感慨，现在师生真正摆脱了“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困境。 在新的教学环境下，
50多岁的老教师也在积极自学， 提升自己的
专业技能，让功能室有更多发挥空间，学生有
更多获得感。

在丹口镇平林中心学校， 一栋 6 层楼高
的教师周转房拔地而起。 9 月 7 日，记者跟随
该校校长杨宗羽查看建设情况，“食堂的饭菜
很好吃，水冲式厕所也很方便。 ”正在打篮球
的学生小张看到记者在采访，凑上前来说道。

杨宗羽说，2014 年，该校实施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项目，投入
资金 700 多万元。 如今，500 余名学生通过多
媒体教学设备了解更多外界信息，200 余名寄
宿生住进了有单独洗漱台和卫生间的宿舍。

学生们常去的地方是 2017年投入使用的
乡村少年宫。 象棋、舞蹈、书法等 10个功能室
让学生发挥才能。该校学生覃湘亭因乡村少年
宫与美术结缘，一有时间就勤奋练习。 今年 4
月份，她参加市级绘画比赛获一等奖，被推荐
参加湖南省第九届少儿才艺大赛总决赛。

就近入读优质学校
“以往送孩子到县城中心去读书，每天很

早就要起床，现在孩子就在家门口入学，每天
都可以多睡会儿懒觉了。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
山实验学校学生家长李先生表示。

南山实验学校坐落在县城北边， 是该县
重点建设学校之一。 投入 1.2 亿元，耗时 3 年
建设完成，是一所标准化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它的诞生， 有效化解了县城大班额和县城北

部无学校的局面，优化了城区学校的布局，结
束了县城北边“上学难”的历史。

南山实验学校 2017 年秋季投入使用，
“毕竟是新学校，当时比较担心生源问题。 ”该
校副校长马宜刚说，县城北区、周边乡镇学生
的入读打消了他的疑虑。

一年的时间， 该校教学质量及校园文化
建设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首肯。“千人齐跳
《弟子规》舞蹈场面很震撼，孩子回家时自觉
做作业，微信群里提出问题，老师还会及时解
答。 ”李先生表示孩子在这里读书，很安心。

现在，城南、城中、城北都有优质学校，在
此基础上， 城步苗族自治县进一步优化就近
入学方案，力争让学生入学有好去处。

65 所学校的大变身
“这 5 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基础设施的改

善大家有目共睹，也呈现出一种上扬的趋势：
校园校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育教学
管理逐步规范，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城

步苗族自治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李德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来，学
校建设全面展开， 苗乡教育强县的征程上涌
现出了一幅又一幅如诗如画般的美丽景致。

李德帮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截
止 2017 年底， 该县 42 所完全小学以上学校
和 23 所村小学（教学点）完成合格学校建设
任务，全县共创合格学校 65 所，累计投入资
金 6131万元。 对全县 108所中小学进行改造
建设及设备配置， 截至目前， 共投入资金
16801 万元。 新建及维修改造校园校舍面积
78943 平方米，共投入资金 13293 万元，购置
各类设施设备 58746 台（件套）， 投入资金
3508万元。

李德帮强调， 随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的持续迈进， 城步苗族自治县教科体局将
深入实际，做出合理规划，进一步缩小城乡和
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让师生、家长有更多获
得感。

改扩建之前的杉坊小学

改扩建之后的杉坊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