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智的彭新对长沙教育有着自己精准的

解读，他对教育无比热爱的情怀令人感动。

“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

学。 ”彭新曾亲眼目睹老家的贫困农民子女是

如何艰辛求学，但因为贫困，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始终没有走出大山。 为减轻农村学子的负

担，早在全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启动

之前，长沙就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入

学制度。 随后，长沙义务教育免费制度 3 年 3

大步，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面。 2005 年秋季

起，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一费制”全

免；2006 年秋季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

杂费入学；2007 年秋季起，城乡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一费制”全免。

为保证贫困学子不失学， 义务教育阶段，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实行“两免一补”，确

保每一个适龄学生都有学上；大学阶段，国家

也明确作出了“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穷而辍

学”的庄严承诺，完善并强化了资助政策；职高

贫困生，也可享受每年 1500 元的资助。惟独普

通高中贫困生一直难以享受政府资助政策的

阳光。 彭新思索着，长沙市目前普高贫困生总

数约 1.97 万人， 如何让他们不失学顺利完成

学业呢。

去年， 彭新和民盟调研组一同前往农村

学校调研。 在宁乡某中学，当他听到 1 个学生

1 个月的生活费不到 200 元，一天基本只吃两

餐，经常饿肚子；听到有些孩子不堪承受家庭

重负，硬是生生地被“逼”出了高中大门时，感

到一阵揪心的痛。 回长沙后，彭新加快研究普

通高中贫困学生政府资助的办法。 今年，长沙

市城乡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正式出台，让

普通高中贫困生的救助不再“留白”。 如今，长

沙约有 5%的高中在校学生每人可以得到

1000 元的资助。

彭新对贫困灾区的孩子也给予了深切的

关怀。汶川大地震后，本来在四川绵阳江油广

胜村小学就读的小秦失学了。 她跟父亲一起

来到长沙找到在此打工的姐姐， 随后父女俩

在长沙四处联系小学入读。 像小秦这样的灾

区孩子还有不少。彭新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

开设绿色通道， 方便灾区孩子在长沙能随时

入学。 细致入微的彭新还要求其所在学校优

先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 让学生有一个安稳

的学习环境。

不让贫困学子失学

长沙是全省最先启动合格学校建设的地

区。 早在 2007年，长沙就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

进标准化学校建设。

“当前，长沙义务教育发展整体水平还不是

很高， 校际、 城乡和区域之间教育发展差距较

大，影响了教育公平。只有推进均衡教育缩小现

有办学差距，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基础教育面临

的困境。 ”彭新说，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

础工程便是合格学校建设。

“合格学校建设等不得、拖不得，一等就会错

过时机，一拖就会延误发展；如果不抓住契机，加

快建设， 我们的学校发展就有可能再次落后 10

年以上。 ”于是，对于合格学校建设，彭新亲力亲

为，带着问题下乡督察，对建设规划不够科学的

学校、工程进度不快的学校、经费存在缺口的学

校，他集中人力、时间、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彻底

摸清底数，吃透学校实情。去年秋季，彭新在一所

农村学校调研，校长在汇报工作时，讲得头头是

道。 但细心的彭新并没有片面地只听汇报，而是

到实地认真查看了一遍。 他发现 1000多人的学

校，只有几个蹲位的旱厕。 彭新立刻严肃了起来：

“合格学校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容不得半点

马虎，掺不得半点水分，怎能如此草率？！ ”随即要

求同行的调研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并明确表示该

校不能上报合格学校。 到今年，该校投资 100万

元重建了综合楼， 对厕所也进行了全面改造，才

顺利通过验收。

为合格学校建设，彭新花了大量的心思。 他

挤出时间下到区县， 与基层同志一起调查研究，

加强对基层教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今年 9月份

以来，彭新主持召开了 3个关于合格学校建设的

会议，一个是合格学校建设推进会，147所任务学

校的校长齐聚长沙， 共商全力推进合格学校建

设， 随后举行的合格学校建设点评会和培训会，

同样对合格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彭新

说，按照现在的进度，长沙将于 2012年率先在全

省实现合格学校建设，达标率达 95%，提前 3 年

实现省定目标。

为随时了解合格学校建设的进展情况，前年

8月份，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彭新组织人员集中

力量进行平台开发。 通过 8个月的努力，合格化

学校建设和评估信息化平台已经初步建成。通过

网上平台，可以实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摸清家

底。 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都能登陆平台。 二是专家

评估指导。专家根据学校自评以及上报的材料信

息，可以在网上平台进行初评。三是科学规划。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充分了解基层学校现状的基

础上，拟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建设规划和具体建设

项目。 四是台帐动态管理。 建设年度任务学校建

立电子信息台帐，具体项目、工程进度、资金预

算、资金投入、来源渠道都能在台帐上充分体现。

通过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 任务校硬件

和软件整体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彭新对此

有着切身体会，现在走到学校去，感觉布局合理

了，环境干净整洁了，校园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

厚了。 长沙在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方面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 为全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提

供了很好的范本。 2008年，湖南省出台的《义务

教育学校办学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长沙

市标准化学校建设标准要求。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人口城镇化

趋势的加快，近年来长沙城区优质教育

资源短缺，与群众入学需求的矛盾日渐

突出。很多品牌学校均存在“大班额”等

问题。

城区公办初中短缺，一度是长沙教

育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彭新

对城区学校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

一系列的措施，集中力量扩建、改建和

新建一批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周南

中学曾经也是老城区学校，后来在彭新

的策划下，选址新建开福区，老校区全

部改成公办初中，为城区提供了急需学

位。 随之，很多优质初中，如长郡双语学

校等陆续建立，将为城区初中生提供更

好的教育。

“大班额”是长沙品牌学校存在的

一种普遍现象， 主要源于家长的择校

需求。 另外，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随

父母来长上学，也是造成“大班额”的

一个原因。 彭新对“大班额”现象进行

了深入调查了解后，创造性地提出了消

除“大班额”的思路，并亲自上阵，指导、

鼓励城区探索建设优质学校集群。 现今

芙蓉区大同小学， 建立了大同一小、二

小，火星小学也建立了火星一小、二小。

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携手同行，教育得

到均衡发展。 这样家长不再让孩子往一

个学校挤了，有效改变了以前“大班额”

的现象。

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一直牵动着彭

新的心。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彭新积

极争取市委市政府重视，2004 年研究出

台了《长沙市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办法》， 明确了进城就业农民工子

女入学的有关政策，为农民工子女入学创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新政策一出，近 3

万名农民工子女欢天喜地涌进城市。

来长沙打工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几

年前，她和丈夫从桃江县的一个小山村

来长沙打工，并商量着让孩子进城里读

书。“我还记得儿子刚来长沙上学的情

景，开学第二天了，住处附近两所学校

人满为患，怎么也进不去，最后只得继

续回老家读书。 ”赵女士回忆，“新政策

出来之后， 我把相关的证件办齐全，很

顺利就帮小孩办了入学手续，而且连借

读费也不要了。 ”看着儿子和城里的孩

子一样，接受相同的教育，成绩一天天

上升，赵女士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彭

新说，到 2008 年，长沙接受外地流动人

口学生入学累计 56000多人， 占到了城

区在校学生总数的 1/4。

彭新执着地付出赢得了丰厚的回

报。 近年来，长沙教育发展成果凸显，社

会各界好评如潮。 2006 年，在市人大组

织的个人述职评议中，彭新作为 3 个重

点述职评议单位的行政一把手之一，获

得了全票通过；在他的领导下，市教育

局党委也连续两届获评全市“四好领导

班子”。 2007 年长沙实行领导班子绩效

考核制度以来，市教育局在社会事业类

21 个单位中脱颖而出，连续两年获得了

一等奖。

面对长沙教育强劲的发展势头，这

位外表儒雅谦逊的局长毫不掩饰内心

的喜悦和对做好今后教育发展工作的

坚定信心：“长沙教育强市建设有了一

定基础，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目前面

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 相信‘十二五’期间，长沙教育

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

让每个孩子

平等地享受教育

为全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提供范本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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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局长：希望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要忘记休息。 ———杨晓丽 刘伟丹

（上接 A1 版）

2007 年，省委、省政府建设教育强省工

作会议召开以后， 长沙一直就如何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反复

研究。 彭新意识到，长沙教育发展水平走在

全省先进行列， 因此长沙建设教育强市工

作更不能停留在一般状态，必须要高定位、

有特色。 于是，把“建设教育强市”与“推动

创业富民”联系起来进行整体部署，并提出

了总体工作目标。 彭新说，到 2012 年，全市

教育整体水平将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率先

在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其中包括“基

本普及十五年教育”、“全面实施教育‘三

百’工程”以及“不断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

等方面的具体指标。 届时，全市教育投入大

幅增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环境全面

优化，教育真正成为创业富民的重要支撑。

这一方面体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向；另一

方面抓住了长沙教育的薄弱环节， 突出了

职业教育发展重点， 更好地体现了长沙建

设教育强市工作的鲜明特色。

如何才能建设教育强市、 推动创业富民

工作？ 彭新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只要有

利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教育

需求、推进素质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我们都

要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努力探索新路子，形

成新经验，开创新局面。 ”对于长沙教育事业

未来五年的发展，彭新心中也早有了高起点、

高标准的谋划。一是巩固发展基础教育。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确保农村合格学校比例

达到 90%，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

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100%，普通高中 80%

以上达到市级以上示范学校标准。 二是突出

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广

泛动员市域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园区

和职业学校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等。 三是全

面深化教育改革。包括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

制和内部管理改革，通过改革激发活力，通过

改革促进发展。

两年来，长沙建设教育强市工作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得到了省督查组

的高度评价。 在今年 8月召开的全省教育强省

工作推进会上，长沙的经验得到了全面推介。

一个局长的教育情怀

———记 2009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彭新

本报记者 刘伟丹 杨晓丽 通讯员 刘凯希

工作中的彭新多了几分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