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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立潮头唱壮歌

———记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教育局局长田富荣

文 / 图 通讯员 张小军 贾阳照 本报记者 任凭 方红

湘西龙山，是一个地处

偏远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

从省会长沙出发， 先要坐 5

个多小时的大巴到湘西吉

首，之后再是 4 个多小时的

山路， 翻越惊险的矮寨，整

整一天才能抵达。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偏

远的贫困县，教育事业近年

却是风生水起， 捷报频传。

2005-2010 年连续 6 年获自

治州教育工作目标管理一

等奖。 基础教育质量位居全

州前列。 2010年高二学业水

平测试比全州平均水平高

4.88%， 高考二本以上录取

突破千人大关。 2010年被评

为建设教育强州先进县，去

年 5 月，全省民族教育工作

座谈会以龙山为现场，重点

推介了该县大力推进民族

教育均衡发展经验。 中央电

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对其

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专题报

道。

在我们为这些成绩和

经验惊叹不已的同时，萌发

了深度追踪穷县办大教育

办强教育的愿望。

龙山人谈及龙山教育

的发展和变化，总是离不开

“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等

赞誉，更翘起大拇指称赞县

教育局局长田富荣。

2005 年 3 月， 一纸任

命，田富荣从龙山县卫生局

调任龙山县教育局。 负责一

个贫困地区的教育，也许很

多人会这样宽慰自己：不是

我没能力， 而是条件太差。

但从基层一路走来的田富

荣没有怨言和畏惧，用爱心

和责任书写了龙山教育的

辉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教

育乐章。

“不建好学校

怎能推进发展”

2005 年 6 月，龙山教育局依照学校目

标管理方案，对各个学校办学条件、办学

效益进行一次定级评估检查。 当检查组人

员拿着登记表来到青坪村小登记办学条

件时，都傻了眼：围墙———无，实验室———

无， 图书室———无， 阅览室———无，教

具———粉笔、黑板、嘴。 评估登记表被送到

了上任不久的教育局长田富荣手中，田富

荣看着登记表，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

们都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不高，这样的办

学条件，教育质量如何提高，孩子的素质

如何得到发展，农村如何能不穷啊？ 不建

好学校怎能推进发展？ ”

于是， 一场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的攻坚战在龙山吹响了号角。

2006 年春节刚过，田富荣就带领项目

办工作人员深入全县中小学，对校园进行

定位修编规划，编成了《龙山县中小学校

园规划设计汇编》，确立了“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规格管理”的建设思路，指

导全县学校的校园建设。

乌鸦学校是合并了中学、中心小学和

全乡所有村小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近两

年，学校新建了教学楼、食堂，还安装了电

脑教学室。 在推行合格学校建设中，教育

局又专门配备电脑、 音乐和美术专任教

师，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 学校还对低年

级学生实施了保育式管理，原来转出的学

生都纷纷要求“回巢”，本期就有 26 名学

生从外地或城里转入。 学校校长陈道富告

诉记者：学校能有今天的发展都是得益于

局里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推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

像乌鸦学校一样，全县所有农村学校

面貌得到了根本改观。“十一五”时期，该

县多方筹措 2.7 个亿完成了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任务，建设项目校 78 所，完成面积

达 15 万平方米， 建成现代远程教育站点

401 个，覆盖率达 100％。 同时还大力推进

了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计划 5 年内投

入 9000 万元，建设项目校 60 所，同步实

施保育式学校 30 所。 目前已建成合格学

校 38 所，保育式学校 10 所。

面对城镇化加快的情况，该县实施了

城区学校扩容提质建设工程。 投资近 1.1

个亿，通过创新机制，招商引资，新建了 72

班型的皇仓中学，解决了上高中比上大学

难的问题。 将龙山一中实行高、初中分离，

新建了 48 班型的龙山五小， 增加学位达

10000 多个。

如今的龙山，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极富

土家特色，干净整洁的校园，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构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不抓教研顶多只算个维持会长”

上任之初，教育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办学

条件问题、教师队伍问题、师生安全问题……

样样压头、压心。 田富荣没有急于理会如山的

报告、文件，而是一头扎进基层，走进学校，听

呼声、摸情况去了。

连续一个多月， 田富荣几乎天天下乡，

跑遍了全县 34个乡镇， 厚厚的记事本上密

密麻麻的记录开始让他有了主心骨： 实施

“科研兴教”战略，用“教育科研”引领和推动

教育发展。

“穷县办教育，更要讲科研。 有科研，教

育教学才能出效益。 教师不教研，只是个教

书匠；局长不教研，顶多只算个维持会长。 ”

调研结束后，在领导班子会上，田富荣发表

了自己推进教育发展的第一个观点。

但一些农村学校对教育教研却不是很

热心，个别倔脾气的老教师甚至公然跟他唱

起了反调：“我们不会搞教研，也没做过什么

课题，但一样教出了好学生。 ”

田富荣又开始耐心做干部和教师的思

想工作，解释教育规律，讲清教育教研与教

学质量的关系。针对农村重大课题理论支撑

相对薄弱的实际，他提倡农村教师主攻微型

课题的研究。鼓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现问

题，在“教”中“研”，以“研”促“教”，走出了一

条“教学即教研，问题即课题”的微型课题研

究之路。

如红岩小学在建立学科问题库时，老师

发现了学生在计算小数乘除法时容易出错、

学生在写作文时容易写错别字等一些在教

学中学生容易出错的问题， 便据此确立了

《小数乘除法中小数点错位的成因及解决办

法》《怎样才能让学生少写错别字》 等课题。

仅 2008年，该校教师就提出了 20 多个值得

研究的课题，有力地促进了教研教学工作的

健康发展，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得到了各

级领导和家长的好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在教育科研领域，

田富荣不仅是运筹帷幄的指挥者，更是身体

力行的实践者。 近三年内，他深入基层学校

调研、指导、听课、评课达 540 余节次，撰写

教育札记、心得体会 60 余篇，25 万余字，其

中有 5 篇论文在国家、省、州级党报党刊和

教育报刊上发表。

在田富荣的带动下， 校长们不敢懈怠，

教师们不敢懈怠，教育局的领导干部们也不

敢懈怠。 他们纷纷投入到教育科研工作之

中，掀起了全县“科研兴教”的热潮。 2009年

3 月 18 日，湘西州“科研兴教”现场会在龙

山召开，龙山县教育局被评为全州科研兴教

先进单位，田富荣本人被评为科研兴教先进

个人。

下乡调研，除了让田富荣找到发展教育的主

心骨，还带来一个最让他焦心的问题：农村教师

住房难。“风大瓦被掀，雨大淋湿床”成为农村教

师住房的真实写照。 咱果中心小学有着 35年教

龄的唐太万老师一家 10口人，三代同堂，住在不

足 28平方米的破旧木房里，一住就是 12年的情

况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一定要想办法

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 ”

可是教学用房、 学生宿舍都有专项资金，唯

独教师宿舍上面没有政策，没有资金。

他开始一趟一趟往县委、县政府跑。“不解决

教师住房，何以言尊师；不尊师，何以兴教；不兴

教，何以兴经济。 ”田富荣向县委县政府领导们慷

慨陈词。同时，还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全

县共有 407所各类学校， 其中 398所分布在农

村，全县乡镇中学、中心小学 60%以上，村小学

90%以上无教工宿舍。很快，解决教师住房问题列

入了县委、县政府工作的日程表。

当“集资建房、调走退本”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出台后，全县教师集资建房热情空前高涨。当年，

全县建起了 344套公转房，全县 350多名教师圆

了自己的住房梦。 咱果中心小学 28名教师住进

新房子的那天，联名给田富荣写了一封热情洋溢

的感谢信。 后来，这封信经过复印分送到了州县

有关领导手里，龙山的这种做法也因此成为全州

推行教师公转房建设的样本。

几年来该县共建农村教师住房 540套，3万

余平米，解决了 1000余名农村教师的住房困难，

同时制定了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评选奖励、发

放村片小教师津补贴、生活困难教师关爱条例等

制度和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

性，让教师成了“香饽饽”。

大音希声，大爱无痕。 6年多来，在龙山县教

育局局长的岗位上，田富荣以他的实际行动和无

边大爱，实现了龙山教育的一个又一个跨越。 个

人先后两次被评为龙山县人民满意公仆、荣获二

等功 3次、 三等功 6次；2009年被评为全州重点

项目建设先进个人和国家西部地区普九攻坚先

进个人。

“教师在这里工作，我放心；孩子在这里学

习，我放心；龙山教育未来的发展，我也放心！ ”去

年 5月 5日—6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中在对

龙山县的民族教育深入考察后， 连说了三个放

心。

“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打造

教育品牌也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工程。 ”对于未

来，田富荣成竹在胸。一份龙山教育持续、长远发

展的计划书已然成形：以人民满意为追求，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全力推进民族教育科学发展……

“不尊师何以兴教”

▲龙山县教育局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富

荣

▲田富荣在茅坪小学听课

田富荣在兴隆乡烟棚片小现场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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