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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柳一园春
——
—会同县教育局倾力打造教育满意工程纪实
通讯员 容贵 梁小刚 本报记者 潘高伟

“励精图治倾心浇筑将军家乡树人工程，聚智凝心竭力打造炎帝故里教育强县”。 在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会同县教育局以积极推进建设教育强县工作为契机，倾力打造教育满意工程，会
同教育呈现出
“
花柳一园春”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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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规划：大手笔推进布局调整

“进城读书比进大学还难！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
女涌进县城学校，会同县城学校尤其是几所完小人满为患，不少家
长发出感叹。
会同城区学校受“大班额”现象困惑由来已久。 早在 2004 年，县
委县政府就开始了县城学校的扩容提质工作，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会
同一中申创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决定， 然而征地扩建工作困难重
重。 2006 年，一完小收购县生资公司，投资 200 多万元新建校舍 2000
平方米，但“
扩容”速度远远赶不上班额“膨胀”速度。
“要把着力解决教育难题，推进建设教育强县作为一项突出的
整改任务来抓！ ”县教育局局长李怀玉痛下决心，多次向县委常委会
和政府常务会议作专题汇报，率班子成员深入城区学校进行专题调

2

研，提出了包括一中整体搬迁和新建城北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城区
学校布局调整方案》。
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得到了县“四大家”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委
书记赵婉玉、县长杨陵俐先后两次带领教育、财政、建设、规划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学校调研，考察新校选址，并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组织召开城区学校布局调整听证会，广泛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2009 年 9 月 10 日，建设教育强县工作
会议隆重召开，正式出台了《会同县建设教育强县实施意见》、《会
同县 2009—2015 年教育强县发展规划》。 10 月 12 日，一中整体搬
迁和城北实验学校筹建办公室正式成立， 教育强县重点项目工程
全面启动。

抓改善：
“
加速度”建设合格学校

近年来，为改善办学条件，会同县大力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工程和“危改”工程。 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
心有余而力不
足”，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矛盾依然突出，改造农村薄弱学校任
务非常艰巨。
“以合格学校建设为契机，大力加强薄弱学校改造，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整体提升办学水平。 ”教育局党政一班人形成共识。
通过积极争取，该县 2008 年申报了林城镇中学等 6 所合格学校
建设。为确保工作顺利推进，教育局成立了合格学校建设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设立综合督查组、项目建设组、教学装备组、师资队伍组、学
校管理组等 5 个职能小组，并提出“立足长远抓创建、排除困难抓创
建、确保质量抓创建”的工作目标。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合格学校建设工作，主管教育的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侯桥训， 副县长陈明等县领导多次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
入建设校开展专项督查，并协调县财政从教育费附加、教育投入预算
中拨出配套资金 372 万元用于“合格创建”，确保了 6 所项目校如期
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验收。 2009 年，再次建成了粟裕中学等 4 所合
格学校。
两年中，全县共完成 10 所合格学校建设，共计争取上级专项资
金 710 万元，投入县级配套资金 432 万元，新建校舍 9791 平方米，配
备各种功能室 25 间，购置教学仪器设备 2600 余件，新增校园绿化面
积 4000 平方米。 2010 年，该县又有若水小学等 6 所农村学校纳入省
合格学校建设笼子。

抓规范：
全方位盘活队伍管理

2009 年，县教育局深入开展
“
教育管理规范年”活
动，通过全面深化教育人事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夯
实基础工程。
2009 年 4 月，教育局正式出台《会同县教育人事管
理制度》，对教师队伍的资格认定、招聘录用、职务评
聘、 培养培训、 调配交流和奖惩考核等进行了全面规
范，完善了教师激励、交流和补充机制。 同时，出台《会
同县教育系统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师德师风管理条例》、《会同县教师队伍
“
十个严禁”》；
深入实施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计划， 强化中小学校长
和教师继续教育，全面实施教师队伍提质工程。
2009 年， 教育系统共出台完善队伍管理制度 11
个，编成了 2 本《制度汇编》；全年完成中小学教师学历
教育、继续教育、普通话、计算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及校长、处室主任等各类培训 1200 余人次；招考和
择优提拔校长 9 人， 县城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支教 18
人，县域内教师交流 102 人。 一系列举措有效地调动了
教师队伍的积极性，激发了教育内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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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质量：
高标准打造“满意教育”

会同县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习实践活动
的一项满意工程来抓。 2009 年，全县中小学以“
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主题的大讨论
活动拉开序幕。 这次讨论如投石激水，不仅老师们展
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各校也纷纷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质量提高计划和办法，一时间，全县上下形成了
讲质量、抓质量、比质量的浓厚氛围。
为建立科学的质量考核评价机制， 教育局出台
了 《会同县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评估考核方案》，全
面实行年终目标管理考核末位淘汰制和质量问责
制，明确规定：学校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和教育教学质
量连续两年列全县倒数第一的， 学校校长和及相关
管理人员给予降、免职，教师两年内不予评优晋级。
机关干部深入学校开展教学督查和“推门听课”
活动，全县中小学深入开展“一个课题、一篇论文、一
堂示范课、一个课件、一项教学改革成果”的“五个
一”达标工程，“教学活动月”教学比武和交流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教研课改有力地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
2009 年，会同县高考二本以上上线 201 人，共录取本
专科 1021 人，综合评估列怀化市第一名。 全县初中
毕业会考和小学毕业文化素质考试合格率和优秀率
不断刷新。

特曲浏阳河 酒肆正流香
浏阳河特曲：
健康白酒的标杆
浏阳河精品特曲的面世， 填补了湖
南本土特曲酒酿制的空白。 酒曲酿酒是

今年以来，由湖南中商浏阳河酒
销售有限公司新开发的精品特曲酒
广受市场欢迎。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由中国广告协会主办、湖南日报
社承办的全国省级党报广告交流研
讨会在长沙隆重举行，浏阳河精品特
曲酒便被指定为唯一的会议用酒。
作为湘酒唯一的一支特曲
酒——
—浏阳河精品特曲，倡导健康白
酒的理念，通过对湖湘文化的浪漫诠
释，以悠长、醇厚的口感赢得全国省
级党报精英们的一致好评。

曲、大曲、麸曲五大类，分别用于不同的
酒。 大曲用于蒸馏酒的酿造，是用大曲作
糖化发酵剂的白酒的统称,即大曲酒。 特
曲、头曲、二曲、三曲等，是蒸馏时接酒时
间不同而对不同馏分的酒的称谓， 也就

中国酿酒的精华所在。 酒曲中所生长的

是发酵、贮存时间长短的命名，也叫做量

微生物主要是霉菌。 对霉菌的利用是中

质定级。 特曲是指特级的大曲酒，也就是

国人的一大发明创造。 日本有位著名的

特别好的大曲酒。

微生物学家坂口谨一郎教授认为这甚至
可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相媲美。

作为湘酒中的杰出代表， 浏阳河精
品特曲特别采用了我省富含硒的优质大

酒曲的起源已不可考， 关于酒曲的

米和糯米，发酵出浓浓的家乡味道，它无

最早文字可能就是周朝著作《书经·说命

愧于真正的湖南酿造。 我省富硒米中含

篇》中的“若作酒醴，尔惟曲蘖”。 从科学

硒量为 0.236mg／kg， 是普通大米的 4

原理加以分析， 酒曲实际上是从发霉的

倍。 而硒是人体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微量

谷物演变来的。 酒曲的生产技术在北魏

元素， 它主要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组

时代的《齐民要术》中第一次得到全面总

成成分， 这种酶能阻止过氧化物和自由

结，在宋代已达到极高的水平。

基的形成，从而抑制多种病变的发生，具

现代大致将酒曲分为麦曲、小曲、红

有预防疾病的功效。

做一名修德、笃学、育人的创新型教师。 ——
—临澧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刘军

浏阳河特曲：
红色文化的经典
通过一首唱遍中国的红色名曲《浏阳
河》， 浏阳河精品特曲融合了音乐元素，又
“
童子踏曲而歌”这种古老而神秘的
传承了
制曲工艺，并结合了现代白酒科技，再经过
“
麸
多年严格标准的低温洞藏，终于成就了
曲酒母、合理配料、低温入窖、定温蒸烧”的
高贵品质，酿造出了独特的绵爽型风格，陈
香扑鼻、入口醇和、回味绵甜、后味爽净，饮
后不上头，不口干，而且马上发热出汗，丹
田舒畅，爽口爽心。
源于家乡一条千回百转一如中国革
命艰难曲折的浏阳河， 怀着对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无限思念与崇拜， 浏阳河精品
特曲秉承了中国红色文化，跻身“中国驰
名商标”、“全国重点保护品牌”， 品牌无
形资产价值 100 亿元， 营销网络覆盖全

国，已经进入高档酒店的华堂，上了公务
宴请的餐桌， 许多单位接待客人都首选
浏阳河酒， 特别是在接待外省客人的时
候， 浏阳河酒更是体现了湖南人的骄傲
和红色情结。
此次获得“全国省级党报广告交流
研讨会唯一指定用酒”的殊荣，湖南中商
浏阳河酒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先忠自
豪地说，“湖南酿造” 的浏阳河酒承载着
深厚的湖湘文化和浪漫的红色内涵，滴
滴醇酒中散发着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
神，不仅为湖湘儿女所钟情，也深受各省
代表们的喜爱， 浏阳河酒人将始终坚持
以三高——
—高贵品质、高端服务、高性价
比的产品来回馈三湘父老乡亲和全国人
民， 依托中南地区最大的专业化白酒生
—浏阳河国际名酒城， 不断提
产基地——
高浏阳河酒的品质， 做有内涵的中国红
色文化酒。 （封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