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市第一中学航空实验班徒步活动。

北正街恒大华府小学一年级学生开笔礼。

今年教师节，常德市对荣获“翦
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的 16名教育工
作者和 4 个教师团队分别给予 10 万
元奖励。 自 2014年起，该市开全省之
先河，设立“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师德的表率、育
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为标准，分别
给每个获奖个人或团队奖励 10万元，
此次已经是该市举行的第三届“翦伯
赞教育突出贡献奖”表彰活动。

常蒿路小学校长谢英是本届“翦
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之一，这
名拥有“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省特级
教师”“常德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教育
部领航校长”等名号的女校长，先后在
桃源县漆河小学、武陵区新兴小学、东
升小学、育英小学、卫门口小学、工农
小学就职。从农村小学到城市小学，她
犹如一个教育女战士， 将自己的光和
热播洒进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一个国
家的强盛， 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
成的。”她常用任正非的这句话勉励自
己和同事。每到一所学校，她都尽己所

能， 竭力为学校谋发展， 为学生找快
乐。 她说：“教师要想方设法给孩子们
找快乐，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做一个有素质的中国人。 ”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重视教
育才能赢得未来。”中共常德市委副书
记、市长曹立军表示，全社会要努力营
造尊师重教的好氛围， 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加大教
育投入、坚持社会共同参与、坚持关心
关爱教师， 共同担负起教育发展的重
任， 不断推动常德教育事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

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 近几年，
常德为促进教师队伍建设， 大力推进

“三名”工程（名校长、名教师、名师工
作室），全市成立名师工作室 11 个，推
荐参选特级教师 29 名， 开展各级各
类培训近 5 万人， 培育了一批“名、
优、特”教师。 计划到 2020年，全市保
有市级骨干教师 500 人，市级学科带
头人 150人。 特级教师 80人，名优校
长 20人。

大手笔激励，营造尊师重教氛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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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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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德市第一中学， 每个入校的学生都
要给 30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校长唐会荣提
出的“为学生 3年和 30年着想”的办学主张，
不仅对学生在校 3年负责， 还教会学生与将
来的社会、与世界相处的能力。 今年 7 月，第
五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在青岛举
行， 该校学生代表围绕“小型与轻型武器管
控”努力发出本国声音，师生 9 人收获“最佳
组织奖”。 中国好校长获得者、常德市第一中
学校长唐会荣介绍， 校园里巍然屹立的两棵

古银杏树见证了一中百年风雨， 以这两棵饱
经风霜， 仍深扎大地的古银杏作为精神图腾
引发出的一中“尚真尚实、合心合力、自觉自
为、共生共荣”的校园文化，培养了一中学子
自觉成长、自主发展的能力。

记者到被授予“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
地”的东升小学采访时，正逢老师带孩子们在
设计邮票。 传承邮票文化，传递集邮兴趣，该
校的集邮社团特别受孩子们喜爱。除此之外，
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街舞、拉丁舞、绘画、摄

影、声乐、集邮、英语戏剧等 20 多类、50 余个
社团都活跃着孩子们的身影，“一生一艺”作
为学校的重点打造工程。“给孩子们营造快乐
的校园时光，让他们对学校生活有所期待，能
更好掌握知识、享受童年。 ”校长高丽鹏颇有
感慨地说，“学校应在给孩子送上知识盛宴的
同时，为孩子送上终身受益的艺术修养。 ”

学校文化育人的终极目标是培育阳光学
生，为其终身发展奠基。在常德的校园里，“一
生一艺”“一校一品”等特色育人模式，于润物
无声中给学生多层面的滋养， 让学生如阳光
般灿烂、温暖地持续成长。

常德地处湘西北，是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常德教育成绩斐然：所有区县市均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认定， 在 2017 年全省教育工作会上，该市教育局被评为全省综合考核优秀单位，一次领回了 9 块奖牌……
2017 年 6 月，时任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艳阳作为唯一市州代表，在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教育强市”成为常德一张响亮的名片。
请看绽放在文明之城的教育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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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区甘露寺小学是位于老城区的一所
拥有百年历史的小学，金秋十月，记者走进这
所“老校”，立马被其小而精致的校园所吸引。
五彩的校园文化墙上，孩子们的书画作品展示
其间；宽阔的操场上，孩子们快乐地游戏玩耍；
小花园里，三三两两的孩子拿着书在小石桌上
享受阅读时光；新建的实验室、阅览室、美术
室、心理室……一应俱全。“乘常德教育‘三年
攻坚’的东风，财政先后在我校投入 900 余万
元，新建了教学楼，扩宽了操场，配备了先进的
教学设施设备。 ”该校校长欧熊飞满脸自豪地
说，“如今我们是一所设备先进、 环境优美、富
有文化品位的城区小学。 ”

常德市委、市政府于 2014 年启动教育“三
年攻坚”，以农村学校条件落后、城区学校优质
教育资源不足、全市职业教育相对薄弱、教育
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为突破口，大力实施农
村薄弱学校改造、城区学校扩容提质、职业教
育品牌建设和市城区数字化建设四大工程。

“以前我们每天都要去开水房打热水洗澡，
有时候去晚了打不到水， 冬天只能用冷水随意抹
一把脸，现在可方便了，热水通到寝室，学校越来
越有家的感觉。白衣中学的周同学一脸幸福地打
开水龙头直接用热水洗脸。这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配置了太阳能设备，热水直接接入寝室。

“攻坚”这三年，“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的农村学校彻底“翻身”，一所所校舍整齐、
环境优美的学校拔地而起。 三年里，全市新建
和改扩建城区中小学校 45 所， 改造农村薄弱
学校 371 所，建成标准化学校 82 所，新增义务
教育学位 1.6 万个，新建校舍建筑面积 77.8 万
平方米， 采购各类教学、 生活设备 81.5 万台
（件、套），478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达到了“学生
有桌子吃饭、有热水洗澡、每人有一张床铺睡
觉”的基本条件。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 常德市教
育局负责人介绍，2017 年底，常德市委、市政
府启动产业立市教育三年行动，将新一轮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作为行动的重点。决定用
三年的时间，在市城区和县城新建、改扩建 23
所学校，新增学位 5 万个以上。 仅 2017 年，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就达到 16 亿元，教育
经费总投入达到近 90亿元。

多层面育人，培养阳光学生3

大力度投入，
全面改善办学环境

4 多维度提升，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
武陵区丹洲乡中心小学是一所城郊小

学，这所小学的视频课设备已与坪湖、泽远、太
平 3个村小形成网络联校。丹洲乡中心小学与
3所村小将音乐课、美术课一同打造进固定课
表，补齐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短板。 该校副校长
刘莹回忆第一次用网络联校给农村孩子上音
乐课的场景：“课上，我同时教 4所学校的孩子
一起唱歌，让他们比赛唱同一首歌，孩子们可
兴奋了！”“我们以前没有专门的音乐和美术老
师， 现在每周都有老师隔着屏幕给我们上课，
前不久的美术电影课上，我还举手回答了问题
呢！ ”坪湖村小四年级学生李乐涵告诉记者。

信息化不仅在教学中最大化的运用，在
学校的日常管理中也随处体现。 丹洲乡中心
小学副校长郭强打开手机， 轻扫了一下教室

门口的二维码，该班级近期的教学进度、班主
任工作重点、活动开展等情况一览无余。“很
多学生的家长在外务工，不管相隔多远，家长
们都可以根据二维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
习、生活状况。 ”郭强介绍。

信息化不仅缩短了城乡教育差距， 也缩
短了务工家长和留守孩子的距离。近几年，常
德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

澧县芦茅村是常德市第一中学的帮扶对
象，该村朋朋的父亲 12 年前过世，他随 70 岁
的爷爷一起生活， 正当爷孙俩为朋朋的学习
犯愁时，常德一中不仅将朋朋破格录取，还免
除了他高中期间的所有费用。 如今朋朋有专
门的学习导师，还有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校长

唐会荣特意给他送了一把吉他，这个性格内向
的孩子变得自信活泼。 每一年，常德一中都会
破格录取多名像朋朋一样的孩子到校就读。

今年 10月，鼎城区第一中学先后组织管
理骨干和教学骨干分两个批次赴衡水考察学
习， 并将学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教学理念传
授给鼎城区二中和鼎城区六中， 全面提升区
内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落户常德市第一中
学，录取空军飞行员连续 9 年位居全省第一；
全市所有区县市均被认定为国家义务教育均
衡县（市、区）；常德市第一中学、武陵区北正
街小学获评首届“全国文明校园”……

常德教育，正朝着人民越来越满意的方向努
力，教育强市，正向跨越发展的征程迈进……武陵区第一小学教学楼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