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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杨光

强保障 攻难点 提硬件
10月 9 日下午 4 点， 枣市中学的食堂一

派繁忙的景象，厨师们正在紧张地准备晚餐，
他们有的洗菜、有的切肉、有的煨汤，冒着热
气的大型蒸柜里，白花花的米饭即将出炉，静
待 745名寄宿生前来享用。

这座耗资 168 万元、面积 1300 平方米的
食堂于 2016 年投入使用，共 2 层，一楼的冰
柜、消毒柜、生物燃气灶具等设备一应俱全，
二楼大厅摆放着近千张桌椅， 可满足全校师
生同时就餐。

就在 2 年前， 枣市中学的学生还远没有
这般待遇。“那时候的食堂就是一个简易大
棚，不能遮风挡雨，孩子们端着碗站在棚里，
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寒。 ”校长彭春明激动
地说，“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山区娃娃终
于能体面地吃饭了。 ”

2012年 4 月， 茶陵县启动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茶陵属山地地形，经济
贫困，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薄弱，要想改善农村
孩子健康，首要任务是提硬件，加强食堂基础
设施建设。 ”茶陵县教育局副局长刘文告诉记
者，该县县委、县政府于 2012 年成立以县长
为组长， 各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全县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 近 3年，县财政
通过整合项目资源， 共投入资金 4646 万元，
新建、改扩建食堂 127 所，新增面积 32755 平

方米，添置大型节能灶设备 46 套、学生餐桌
3603 张、大型冰柜、消毒柜 372 个、留样冰箱
154个、抽排油烟机 38个等。

洞头小学是枣市唯一的一所农村寄宿制
小学，学生大多来自附近的洞头、西岭和岩石
村，4 年前投入使用的新食堂， 解决了 259 名
在校学生的吃饭问题。

推进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村小
食堂建设是难点。 洞头小学校长李明告诉记
者，建设食堂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征地。“食堂
所在的位置原本是 4 亩自留地， 归属于 3 户
农家，政府、教育局相关领导百般做工作，才
得以把地征下来，耗时一年，建成了如今占地
200平方米的食堂。 ”

与洞头小学类似的村小还有很多。 记者
获悉，为了攻克村小食堂建设难点，该县各乡
镇、村负责人功不可没。 他们通过宣传解释，
取得国土部门的大力支持， 获得学校旁边山
坡或闲置地的使用权；他们耐心走访、调解、
做好责任田、地、山的调整划补，近年来，共新
建村小食堂 87所。同时，县财政每年拿出 200
万元， 解决全县 180 余名村小临聘人员工资
待遇，3 年共投入 600 万， 临聘人员工资提升
至 800～1200元。

建制度 严监控 保安全
“学校名称：城东中学；单位负责人：肖志

理；2018 年下学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

数：3212 人； 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4 元 /
人、天，全年共 200 天……”悬挂在城东中学
食堂墙壁上的标志牌格外醒目， 上面罗列了
该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基本情况。

据悉，为了确保营养改善计划阳光透明，
茶陵县坚持公示制度，教育局统一制作《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标志牌》，要求学校于每学
期初，将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人数、补助标
准、受益天数和投诉电话等信息公示其上，悬
挂在学校醒目处， 让社会各界知晓学校营养
改善计划实施基本情况。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膳食补助，不是政
府全包。 当前，茶陵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
行‘4+2’模式，除国家膳食补助 4 元外，学生
自己缴纳 2 元。 ”县教育局后勤办主任李楠
春告诉记者，从今年 8 月开始，茶陵县认真
贯彻落实《湖南省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办
法》要求，学生营养餐食堂供餐的水、电等日
常运行经费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开支，不再占
用营养餐经费，确保国家营养膳食补助费全
部吃到学生嘴里，严控食堂其他成本，学生
伙食原辅材料成本不得低于伙食标准的
75%。截至目前，全县农村学校学生营养餐已
做到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有的学校甚至达到
两荤一素一汤。

为了确保补助资金安全， 茶陵县政府要
求各乡村学校公示带量带价日菜谱、周菜谱、

月伙食结算等情况； 要求学校每月将食堂营
养餐物资采购价格等信息上报教育局学生营
养办，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 全县各学校食堂配
置了“留样冰柜”，将食物小样放置冰柜，保存
48 小时，确保可以追根溯源，做到有据可查；
选取大型、有资质的供货商进行定点采购，索
取食材安全票证， 并将供货商家进行公示。
“我们的食物原材料进价比市场价低 10～
15%，做到 1 天 1 配送，确保食材安全新鲜。 ”
城东中学总务主任钟绍月说。

除此之外， 该县还专门成立了暗访小
组，实行随机暗访，每周检查 1-2 所学校，重
点检查肉类等主食材的量与价是否与实际
相符，食材是否索证索票，经费是否被侵占、
克扣；各学校还实行校行政人员、教师陪餐
制，进一步确保学生营养计划食品安全。 每
学年初， 教育局与学校签订目标管理责任
书， 将营养改善计划纳入学校绩效考核，严
格依照《茶陵县营养餐考核方案》执行，对营
养餐领域出现重大问题的学校实行“一票否
决”。

在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过程中， 茶陵县守住食品安全和资金安
全两个底线，向学生、家长、社会交出了漂亮
的答卷。 2012 年以来，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1.7
亿余元，惠及学生 51.9万人次。

2011年 10月 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 决定在全国 699个试点县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 其目的是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实现教育公平。

茶陵县地处湘赣边界，是国家罗霄山脉连片扶贫开发县，属国家试点
县。 6年来，该县立足实际，不断深化和拓展营养改善计划，成绩突出。今年 6月
28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现场推进会在贵州惠水县召开，全国有
两个县作为典型发言，茶陵县是其中之一。

校长：我们的梦想成真了
株洲县南洲镇的山区， 分散着四所乡村

小规模学校。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学校师资力
量薄弱，基础设施差，教学质量不佳。 近年来，
更是面临生源流失的难题， 一些学校的办学
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从 2016 年开始，
株洲县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 大大改善
了南洲镇山区孩子的就学条件。

从得知学校即将改善办学条件起， 南洲
镇中心校校长肖铁平就充满期待。 他常年在
乡村小规模学校摸爬滚打， 对这些学校的困
境有着深刻感受：“新教师不愿来， 课程都开
不齐。 ”和肖铁平有着同样梦想的，还有南洲
镇乌石垅小学的老校长田金培， 他们都期盼
着农村的学校和城里的学校一样， 有宽敞明
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孩子们有操场
活动，在学校里既能学知识，又能长身体。

2016～2017 年，县教育局投入经费 36 万
元，用于建设运动场，改善乌石垅小学的校园
环境、教学楼和住宿条件。 去年秋季开学，乌
石垅小学换了新颜： 塑胶场地和足球场地一
应俱全，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设
施齐备，宿舍整洁舒适，餐厅干净卫生、三餐
丰富。梦想成真的时刻，在乌石垅小学待了 20
个年头的田金培眼眶泛红了。

变化不只发生在这一所学校。 去年转入
南洲镇清水塘小学后， 四年级的胡吉刚第一
次见到了录播室，语文课上，老师放的视频片

段让他惊叹。 除此之外，学校的恒大足球训练
基地、厚朴手工英语工作室、地衣合唱团，一
切都让他觉得很新奇。

教师：不仅扎下根，还要教得好
在迅速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硬件设施的

同时， 株洲县还把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和办学
水平摆在关键位置。 株洲县教育局采取调动
交流、对口支援、教师走教等多种途径，推动
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教师交流机制，为农
村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全方位、 多角
度、广渠道开展培训，惠及乡村全体教师。“我
们对农村小规模学校、 教学点实行重点项目
倾斜、经费倾斜、师资倾斜等一系列措施，突
出底部攻坚。 ” 株洲县教育局副局长朱志明
说：“让年轻的专任教师引得来、留得住、教得
好。 ”

乌石垅小学一共有 7 名老师，但超过一
半的老师是年轻人。 今年是 29 岁的吴腾在
这里教书的第三个年头， 她告诉记者：“我
打算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这里的孩子非常
懂得感恩，这里的家长非常质朴，这里的同
事就像我的家人。 ”

想在这里扎根的还有 1989 年出生的刘
波。 去年，通过选调，南洲镇南阳桥中学政教
主任刘波来到了这所只有四个班级的学校担
任校长。 刚来不久，他就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开
心农场，让孩子们自己种菜。 此举大受孩子和
家长的欢迎。

“他不仅能教文化知识，而且还能带孩子
们上专业的足球课。 ”老校长田金培对这位年
轻小伙子很认可：“他的大胆创新精神和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念让我自叹不如。 ”

今年 8 月， 株洲县教育局为进一步强化
乡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根据《株洲县中小学
教师队伍管理办法（试行）》，从今年秋季开学
开始，启动了教师交流轮岗，有八名教师积极
响应方案，参与到了教师交流的行列中。 株洲
县第一中学的吴彩虹和陈艺林老师， 一起来
到了淦田镇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华石中学
交流， 他们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班级管理方
法倾囊相授。

“在与这两位交流教师学习的过程中，我
发现学生学习主动性和上课积极性持续提
高，课堂效率也随之提升。 ”华石中学的曾阳
老师表示。 该校初三年级学生李婉莹告诉记
者：“陈艺林老师的英语
课上得特别好， 我们班
同学上课都变得格外积
极了。 ”
学生、家长：学校好了，

我们回来了
“原来学校条件差，

老师留不住， 我们忧心
忡忡，把孩子往外转。现
在好了，学校美了，还来
了新老师， 我们把孩子

转回来了。 ”华石中学学生家长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孩子进城租房上学，一年下来至少
花费 3 万元。 而在家门口上学，不用花钱，更
重要的是父母能陪在孩子身边。

“我们也能上足球课了。 ”清水塘小学三
年级的邓晨曦开心地说：“我太喜欢学校的足
球课了。 我以前很害羞，自从上了学校的足球
课以后，我胆子都变大了。 ”

乌石垅小学学生邓玉婷的家长最怕孩子
在学校吃不好。 不过，令他们意外的是，邓玉
婷在学校吃过午餐后说：“学校伙食比家里还
好。 ”邓玉婷的家长满意地表示：“读书，不花
钱；住宿，不花钱；政府每个月还给住宿生伙
食补贴，看着孩子住得好、吃得好、学得好，我
今年把小女儿也安心地放到这所小学读书
了。 ”据了解，今年乌石垅小学出现了学生回
流现象，学生人数由 48人增至 55人。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易智文

乡村小规模学校客观存在着“小而弱”“小而差”的困境。 为了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2016 年初，株洲县教育局成立现代乡村
小规模学校管理模式创新探究实施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乡村小规模学校创新提质工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让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校容校貌
彻底改观，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扎根乡村学校，办学质量节节攀升，流失学生逐渐回流，学校焕发了生机。”株洲县教育局局长颜志雄欣慰地说。

茶陵：山里娃吃上了营养餐

枣市中学学生享用营养午餐

株洲县：“一体化”激活乡村小规模学校

乌石垅小学的开心农场

清水塘小学大课间全体师生做《感恩的心》手语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