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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区：教育优质均衡铿锵前行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黄燕华 何永刚

9 月 26 日上午，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学校校园里一片欢腾：小学鼓号队队员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敲锣打鼓有模有
样；前不久投入使用的篮球场上，奔跑的中学生们畅快追球……
“以前‘舍近求远’送孩子进城求学的家长，现在总把‘家门口就有好学校’挂在嘴边。 ”校长蔡畅贤笑着说。
转变，源于不断增强的教育底气。
近年来，北塔 区 把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作 为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中 之 重 。 该 区 在 邵 阳 市 率 先 获 “全 国 义 务 教 育 发 展 基 本
均衡县（市、区）”称号，在基本均衡的基础上，该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也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教育体制改革重点项目。
雷红全展示学生航模
党政重教，频解建设“小问题”

家门口就有好学校， 这是很多家长
的一大心愿。 如何才能让家长对农村学
校重拾信心？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是
第一步。
北塔区自 2014 年以来就确定了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盘棋”思路。 随后
的这些年里，该区投入 2 亿多元，完成 2
所学校新建、2 所学校改扩建、13 所学校
提质改造等工程。 校园设施建设越来越
完善：标准的篮球场、水冲式厕所，校舍
内外墙、门窗翻新，拥有“班班通”网络教
室及标准式钢木课桌， 校园安全电子监
控探头全覆盖……
“除了财政大投入之外，区委区政府
的领导们还给我们解决了不少‘小问
题’。 ”枫林学校校长杨文昕告诉记者，以
前，学校电路老旧电压低，遇到附近居民
用电高峰期， 班班通设备就无法正常使
用， 严重影响课堂教学。 北塔区委副书
记、区长刘贻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协调
相关部门在一周内解决问题。
在采访的过程中， 记者听到了不少
类似解决教育工作实际困难的“
小事”。
教育无小事。 该区将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列入“书记工程”，建立“党委牵头领

一场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的接力赛方兴日盛，百姓体验着北塔教育奔腾向前的加速度。

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落实”的协
调联动机制和定期议教制度、 定点联校
制度、教育年度述职制度。 北塔区区委书
记仇珂静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把脉，区
长刘贻银带队调研，多次调度推进。
补齐短板，注入城乡均衡新生机

“我现在特别期待每周二下午的第
六节课， 可以跟徐老师学习不同的舞
蹈。 ” 陈家桥学校六年级学生李秀笑着
说。 年轻的音乐专业教师徐丽来到该校
后， 利用舞蹈、 鼓号等形式创新课堂教
学，实力圈粉。
补齐乡村教育短板， 硬件的配置只
是基础，真正让城乡教育实现均衡，靠的
是师资的均衡。
北塔区教育局局长刘恒忠向记者介
绍，近几年，北塔区新招教师 195 名，占
教师总人数的 35%， 新招聘和定向委培
的所有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任教，
目前基本实现农村学校没有代课教师。
陈家桥学校的孩子们， 近 5 年接触
了 20 名新老师。
音体美专业老师的加入， 让孩子们
课堂内外的学习生活更精彩。 体育老师
董逸鑫，独创街舞啦啦操，带领学生拿下
2019 年北塔区中小学校学生啦啦操比赛

一等奖。 徐丽策划的
“六一”
“元旦”汇演、 北塔区的行动力——
—在从“基本均衡”向
向国旗敬礼等活动别出心裁， 不逊于城 “优质均衡”转轨过程中，北塔区牢牢紧
区学校，深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盯
“
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受年轻教师的影响， 陈家桥学校 55
省内中小学中唯一的天象厅、 邵阳
岁初中语文教师曾卫军燃起了斗志，主 市唯一的无线电科普教育基地坐落在高
动学习使用
“三通两平台”。 曾卫军坦言， 撑小学。
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保持课堂的活
学生通过直径 8 米的半球体人造星
力和效率。
空了解天体东升日落、 夜空星移斗转等
上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网络教 天文景观，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影视、
学晒课，参加省培、国培……放眼整个北 体验互动和实验操作等内容了解无线电
塔区，农村教师不断接纳新理念、前沿理 技术。 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该校培养创新
论，专业成长步伐加快，学校教育教学质 型人才打下基础。 该校副校长雷红全介
量也不断提升。 2018 年上学期全区学业 绍， 学校近四分之一的老师专兼职科技
水平测试中， 田江小学孙倩老师任教的 辅导老师， 指导学生们捧回了不少市、
省、国家级奖项。
一年级语文，获得全区第一名。
培养个性，全面发展重能力
“
让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品
在今年的全国航模竞赛中， 利江乔 牌，成为孩子们美好的回忆”成为了近年
梁希望小学学生夺得一金一铜， 孩子们 来北塔区各中小学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
创造的“奇迹”让这个北塔区最为偏远的 原点。 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创新
“
一校一
农村学校在邵阳市民的朋友圈中走红。
品”校园文化。 重视书法、美术、体育、中国
“农村学校对于学生兴趣、专长的培 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等特色文化教育。
养是一大短板，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努力缩
教育的根本是以文化人， 得益于这
小这个差距。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视能力的 些年音、体、美、劳、科学等学科教学工作
培养。 ”该校科技辅导老师陈何栋介绍。
在中小学的落地生根， 农村孩子的综合
“孩子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 ”这不 素质得到了全面发展。 学校成了孩子们
仅仅是一位科技辅导老师的思考， 更是 健康成长、快乐生活的乐园。

洞口：“八大优先”引领教育优先发展
见习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黄亦龙 尹冰 肖彬
走进位于洞口县城区的思源学校，郁郁葱葱的校园如花园一般；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电子白板投影仪等一应
俱全；运动场上学生们正挥汗如雨……这所 2015 年投资 1.5 亿元新建，能容纳近 4000 名 学 生 就 读 的 学 校 ，彻 底
解决了周边几个片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这是洞口县近些年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该县提出“八大优先”战略，高站位规划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实现洞口教育的快速腾飞。
洞口县思源学校

几十公里以外的高沙镇中心小学的发展
两年前， 洞口县城区边的花古乡中 建设克难了重重困难。
心小学是全市有名的“老大难” 学校。
要谋求高发展，就要解决大困难。 洞
“老” 在教师平均年纪居高不下，“大”在 口县教育局连同高沙镇党委班子亲自去
“大班额”问题全县有名，“难”在学校基 现场开会研究协调，主动把招商的地块拿
础设施薄弱，教学质量难提高。
来修建教学楼，并将学校旁的高沙镇老干
在学校工作 30 多年的教师李巧红 部活动协会办公楼搬走。随着一栋能容纳
对基础设施薄弱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 1100 多名学生的现代化多功能教学大楼
学校没有食堂， 学生吃饭靠老师每天把 拔地而起，老百姓纷纷为政府提质提速确
饭菜打到教室，一个班六七十个学生，打 保教育优先发展的作为竖起大拇指。
一次饭菜要分几次。 到了冬天，稍微跑慢 多方位建设教师队伍确保教育优质发展
一点，孩子们就吃不上热饭热菜。 既做老
随着 《洞口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师，又当家长让老师们感到身心俱疲。
（2015-2020 年）实施细则》的颁布，该县把
2018 年， 花古乡中心小学被列为省 乡村教师的待遇和生活问题纳入了整体
政府重点改造学校， 并改名洞口芙蓉学 规划，除了发放人才津贴，落实教师培训等
校。“新规划的 4 栋教学楼和 1 栋后勤楼 常规操作以外，还有提高教师年终奖，落实
完全解决学生学习生活问题。 ”校长肖硕 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等亮眼行动。
春告诉记者， 除了校园教学环境的全面
此举让洞口县乡村学校受益良多，
改善外， 更让肖硕春意外的在于学校建 百年名校高沙镇中学便是其中之一。 近
设速度。
年来，高沙镇中学不仅补充了大量师资，
“
知道会很快，但没想到这么快。 ”肖 农村教师津贴和乡镇工作补贴相继落
硕春感叹。 以县长为指挥长成立指挥部， 实，年终奖也由政府承担，对优秀教师的
开工建设到完成室内装修仅用 87 天。
奖励更是达到了 10 万元以上。 待遇落
不同于洞口芙蓉学校的飞速发展， 实，奖励丰厚，高沙镇引进教师不再是难
学校建设提质提速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题。
引进优质师资是第一步， 而最为关
键的是如何留住教师。 为此，洞口县大力
兴建教师周转房，“以前留不住， 现在没
人想走。 ” 洞口县三中督导主任刘桂阳
说， 教师队伍的稳定助推学校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学生回流成了新热潮。“以前
是学生往城里转，老师往城里钻，现在是
周边乡镇学生抢着来洞口县三中就读。 ”
刘桂阳欣喜说道。
引进、稳定教师队伍是序幕，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确定规范的教师培训计划，
才能有质有量地提升学校教育水平，确
保教育优质发展。
洞口县教育局师训专干肖翔介绍，
县里每年按照教师工资的 1.5%加学校预
算总额的 5%以上保障教师培训经费，并
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 整合了县教师进
修学校、县教研室、县电教中心的培训资
源，确保了资金和场所的双重到位。
培育了教师培训的“良性土壤”，教
师队伍建设在洞口县自然开花结果。 自
2015 年以来， 洞口县以国培、 省培为主
导，以市培、县培为基础，培训教师近 3

万人次，“国培项目县”落地洞口县，连续
两年被评为 A 类项目县。
顶层设计引导教育驶入发展快车道

随着洞口县把教育纳入优先发展序
列以来，不断完善规划纲领，逐步形成了
洞口特色的“八个优先”：规划优先列入、
工作优先安排、经费优先保障、人力优先
配置、条件优先改善、困难优先解决、矛
盾优先协调、环境优先改善，形成了教育
硬件优先建设，教学环境提前改善，师资
力量提质提优的良性局面。 高站位、高视
角的顶层设计， 让教育形成了“政府主
导、部门支持、乡镇配合、学校努力”的良
好局面。
优先考量得到质量发展，近年来，洞
口县中小学危房改造、 寄宿制学校建设
被评为全省先进；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跻身全国先列，洞
口教育发展在湘西南片区居于领先地
位，“八大优先”战略多次在省、市作典型
经验报告。 洞口县教育局局长曾广增激
动地说：“以‘八大优先’为引领，推动洞
口教育发展升级与提质增效， 教育优先
发展带活了洞口教育的整盘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