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联帮扶”在其他两对试点学校
也取得成功，让其他抱着怀疑态度的学
校也跃跃欲试。 很快，“五联帮扶”学校
扩大到 30 对 60 所，实现了县域学校帮
扶全覆盖。 并安排 60 万元专项经费推
动工作，帮扶的举措也有创新，帮扶力
度逐渐加大，帮扶成效更是日趋显著。

学校每周三晚 7 点， 夜幕低垂，岳
阳县办学条件最好的民办学校岳雅学校
多媒体室和东部山区最偏远的毛田镇中
心小学多媒体室都灯火通明，年轻教师
们正隔着一块屏幕，共同观看教学视频，
然后老师们自行讨论、发言……岳雅学
校不仅通过直播教学的方式帮助毛田镇
中心学校，还会与毛田镇中心小学开展
一月一次线下交流，在邀请其管理团队
和教师团队到学校参观学习的同时，也
会定期开展送教下乡、教学研讨活动，为
山区老师们送去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 像微课制作、班班通的使用、PPT
的设计、翻转课堂的应用，毛田镇中心学

校大部分老师都有一定的掌握。 毛田镇
中心小学校长李卫秋深有感触道：“不怕
地理位置偏远，就怕观念落后。能够跟着
岳雅学校这样一所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强大的师资团队的学校学习， 确实能
弥补自身教学短板。 ”

这是岳阳县实行“资源联通”一个缩
影。 近年来，该县投入 3000万元建设教
育信息化，实现“三通两平台”，城乡学校
之间实现教育资源网络共享。 荷花塘小
学为帮扶学校月田镇中心小学提供 3万
元的教学设备； 中洲中学向中洲十字小
学提供 2000册图书、3台打印机。

同时，实行“党建联心”。理顺学校党
组织隶属关系， 将原来由乡镇党委管理
的 107个学校党支部（含党总支）归口教
体局党委管理， 强化了党对教育工作的
领导；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建成 10
个示范点。 该县饶村中学和黄沙中学相
互选派优秀党员开展“两帮一扶”活动，
每名党员联系一个班级和一名青年教

师，帮扶一名贫困学生。
明德小学作为该县“五化建设”示范

校之一， 在帮扶步仙镇中心小学的过程
中， 该校党支部携手步仙镇中心小学党
支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广
泛参与“小手牵大手，携手美家园”活动，
在党小组活动中持续开展党员教师助学
结对帮扶活动、定期上党课，指导“三会
一课”，组织开展“党员示范岗”“教学质
量向我看齐”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教师
在教育教学上的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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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任之初，岳阳县教
体局局长王敏走遍了 139 所城乡
学校。 调研结果显示：“择校热”愈
演愈烈，“城市挤、农村弱”现象突
出，“教师迁移、学生外流”成为常
态，城乡教育差距越拉越大。如，岳
阳县月田镇中心学校是一所偏远
的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 有 1200
余名学生，70 多位教师，由于农村
留守学生较多， 教师年龄结构偏
大，教学质量出现了滑坡的迹象。

受到扶贫工作的启发， 特别是
看到大冲小学与新长征小学的供餐
帮扶模式， 一项县域城乡学校帮扶
的战略布局在王敏头脑里形成。 他
在局班子会议上抛出是否可以借鉴

“帮扶”模式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这
个想法后，获得大家一致赞同。由局
长牵头，局基教股拿方案，经过多轮
座谈、反复商讨、集体论证后，《开展

“五联”帮扶办学、提升教育质量活
动实施方案》于 2016年正式出台。

文件明确了“五联帮扶”办学措施，即：
党建联心、资源联通、教学联动、师生联谊、
学校联盟，并建立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凡被
帮扶学校在年度绩效考评中成绩进步明
显， 分别给予帮扶学校与被帮扶学校相应
奖励， 在提拔任用、 评优晋级方面予以倾
斜， 并且在年终学校质量讲评中予以大张
旗鼓的表扬。

6所学校结成对子，参加首轮试点：优质
校岳阳县八中帮扶薄弱校黄秀中学，春风中
学帮扶新开中学，新墙学校帮扶相思中学。

新墙中心学校处于城区， 是省级
“2+1”示范校，也是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列
入“五联帮扶”示范点后，该校定期选派教
师送教下乡，开展示范课、交流会、沙龙角
等活动，还为相思中学送去急需体育器材，
帮助建立体育训练室，培训体育老师。两所
学校共同举办学生运动会和校园艺术节。

效果立竿见影，仅过一年，相思中学期
末教育质量考核评比由末位上升到中间区
位，学校被评为发展性评价先进学校。在全
县田径运动会上，多名选手摘金夺银。相思
中学校长吴宇星自豪地说：“一举扭转了社
会对偏远山区学校教育落后的偏见， 着实
扬眉吐气了一把， 这一切都离不开新墙学
校的倾情帮扶。 ”

“利益联结，奖罚同步，由于相思中学
质量排名大幅度提升， 我校也得到县教体
局的物质、精神双奖励。 此外，每次开展交
流活动，我们都会做足功课，对活动各个环
节全盘考虑， 对学校组织协调能力和广大
教师专业素养提升都大有裨益， 真的是一
举多得。 ”新墙中心学校校长文杰如是说。

� 党建联心，王敏局长深入学校参加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每天早、中饭点前，岳阳县大冲小学校长万梦华要赶往 2 公里外的新长征学校，雷打不
动，风雨无阻。 半个小时后，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从保温桶里拿出来，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万梦华的心里像抹了蜜一样甜。

换作几年前，万梦华一到饭点，既头疼，又无奈，更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 最远的学生
要走 4 公里路回家吃饭，家长们也时常抱怨学校不作为。

“单独为大冲小学办食堂，运营成本大，提高用餐费用，家长们又不乐意了。 ”万梦华介绍，
大冲小学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山丘上，地理位置“尴尬”，只有 142 名学生，6 名教师，条件跟不
上，教师留不住，连一间像样的厨房都没有。 而相距不远的新长征小学，地处县城中心，条件一
流，师资雄厚，管理先进，学校食堂也运营得有声有色。

新长征小学与大冲小学之间的差距，也是岳阳县城乡教育差距的一个缩影。 5 年前，两校
达成一项协议：新长征小学多准备 100 余个学生的饭菜，每天定时向大冲小学供给早、中餐。

均衡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
锅饭”。该县倡导“五联帮扶”的同时，教
体局对结对帮扶学校进行捆绑考核、综
合评价，从而推动城乡之间、乡镇之间、
校际之间不断缩小差距，一体化发展。

月田镇中心学校是一所偏远的规
模较大的农村中学。 去年，岳阳县八中
帮扶该校以来，从帮扶管理入手，和该
校共同制定出符合校情的联盟管理模
式，在规划上相互修正，在管理上相互
指导，在文化上相互融合；确立了“学校
发展规划共同确立、 管理模式共同执
行、教学常规共同检阅、学校文化共同
设计”的帮扶措施。

帮扶一年后，月田镇中心学校正悄
然发生变化。“以前学校布置工作任务
时，由于教师多是本地教师，摆资历的

情况比较普遍。 而到了评优评先、职称
晋级的时候，又争先恐后，谁都不让。现
在我们学习县八中教师绩效管理经验
后，对教师的工作，全部进行量化考核，
定期公布，作为评优评先的标准，现在
老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变。 ”该
校校长李石东欣喜地说。

城乡间不均衡， 归根到底是师资。
该县实行教学联动，积极搭建教师交流
和专业成长平台，结对帮扶学校实行课
程统一设置、教师集中备课、教学联合
实施、质量共同检测，分年级、分学科组
织优秀教师到帮扶学校送教、 走教，经
常性开展示范课、研讨课、交流会、沙龙
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此促进帮扶学
校之间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的共同提升。

岳阳县一中出台《教师外出交流、支
教工作实施方案》，选拔 4 名英语、地理
教师等紧缺科目教师到岳阳县四中支
教， 县四中选派 2名优秀教师到县一中
跟班学习。 麻塘镇中心小学和张谷英镇
中心小学教师间建立微信交流群， 相互
交流教学信息、教学方法。城关中心学校
和黄秀中学等共同实行教学质量共同检
测、互派监考老师、共同阅卷评卷。

岳阳县教体局基教股股长李全武
说：“通过结对帮扶学校之间开展文艺

汇演、演讲比赛、读书活动、体育竞赛等
各种活动，搭建师生交流平台，在情感
上融合、 在校风上熏陶、 在文化上共
鸣”。

“五联帮扶”有效带动了薄弱学校发
展，实现了城乡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该
县‘择校热’、‘择师热’等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需求逐渐降温， 大班额等难点问题
也迎刃而解。 近三年，该县高考、中考教
育质量连续三年大幅度提升，2018年荣
获岳阳市基础教育质量评价先进单位。
岳阳县教体局在 2018 年度全县党政绩
效考评中，获得综合先进单位。该局班子
优秀率是 100%，被评为好班子，被评为
岳阳市基础教育先进单位。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
家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示范县、 湖南省
两项督导评估优秀县、 岳阳市基础教育
质量先进单位……”8月 27日， 记者走
进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只见墙上挂满了
一块块闪亮的“国字号”“省字号”奖牌。

岳阳县教体局副局长李丽荣自豪
地说：“‘五联帮扶’以情感为纽带，盘活
资源存量，增强办学活力，构建城乡学
校均衡发展的生命共同体，在巴陵大地
谱写了优质均衡、 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这种模式还要不断深化，全面推广。 ”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刘成文

“五联帮扶”办学谱新篇
———均衡城乡教育的岳阳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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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学校帮扶的深度实践

成效：实现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 城关镇一中秦莉芳老师到步
仙中心学校“送教下乡”。

� 荷花塘小学与月田镇中心小
学开展“六一儿童节”联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