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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必先强师

教师队伍建设是强教的关键环节，
2013 年重点是继续抓好农村小学、 幼儿
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和特岗计划的
实施工作，全面完成 2013 年“国培计划”
和“省培计划”。 制订完善职业院校专业
教师培训标准， 积极实施职业院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 发挥“芙蓉学者计划”、
“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计划”等项目的导向作用，指导与督
促高校加强教学团队、创新团队建设，引
领教师专业发展。

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利用“爱
烛行动” 等项目切实解决特困教师的实
际困难，大力弘扬“爱子弟、重先生”的湖
湘文化传统， 多发现多宣传教师的先进
事迹，同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重视
与部门支持，设立专项补助资金，给予边
远贫困地区教师一定的补助。

全面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均衡
配置，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
并对村小和教学点予以倾斜， 吸引优秀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
教。

建千所合格校
基础教育是惠及全民的奠基工程，

今年我省统筹推进城乡学前教育、 义务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

具体措施有： 积极实施农村公办幼
儿园建设项目， 推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建设和认定工作， 并组织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督查验收， 表彰一批
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先进县市
区， 引导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进一步扩
大公共学前教育资源，缓解“入园难、入
园贵”问题。 完成 1000 所以上合格学校
建设任务， 并启动合格非完全小学和教
学点建设;指导市州制定普通高中多样化
发展推进计划， 制订省级特色实验学校
建设和考核评价标准。

关注教育公平
谈及教育公平， 王柯敏说：“采取有

力措施，稳妥化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今年我省在保
障与改善教育民生方面， 有四个具体措
施。

其一发展好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教
育。 完善推进民族地区建设教育强县工
作年度奖励办法， 设立民族地区教育跨
越式发展专项资金， 加强省内相对发达
地市与民族地区双向交流和对口援助，
扶持民族地区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
调发展。

其二保障好弱势群体平等接受教育
的权益。 深入推进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
读试点工作， 加强对残疾儿童少年随班
就读工作试点县市区建设的督促指导。
抓好特殊教育重点建设项目， 支持薄弱
特殊教育学校基本配齐教学康复仪器。
落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政策， 建立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其三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 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逐步扩大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补
助政策范围， 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政策，认真执行调整后的中等职业
教育免费政策和国家助学金制度，抓好
高校奖助学金发放和服义务兵役学生
补偿学费工作，按“应贷尽贷”要求开展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
工作。

其四实现好更高质量的大学生就
业。 切实加强高校就业服务基本条件建
设，以校园市场为主，积极开展毕业生
就业市场活动。 协调做好西部计划、“三
支一扶”等基层就业项目的组织实施工
作，鼓励和支持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 重点关注和帮扶少数民族毕业
生、 心理脆弱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体，
确保未就业的纯农户口家庭大学毕业
生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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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纵览

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撤并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1 月 17 日，省教

育厅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市州教育局做好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制定工
作。 专项规划制定应包括县域内教学点、
村小学、中心小学、初中学校布局，以及寄
宿制学校和非寄宿制学校的比例。 各地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未经省政府批
准并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备案之
前， 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各地不
得以任何理由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含
教学点)。

通知明确了有关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
仍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 ）的，
省教育厅将报请省政府予以通报， 并追究
有关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
保障农村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

不寄宿， 就近走读上学， 切实纠正一些地
方盲目推进的“小学进镇， 初中进城”做
法。

确保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设置初中，
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都设置村小学或教学
点，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
保留或设置教学点。

去年，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农
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 报告显
示，2000 年到 2010 年，在我国农村，平均
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
3 所初中，几乎每过 1 小时，就要消失 4 所
农村学校。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
远、上学贵、上学难。

省教育厅的通知强调了要在综合考
虑人口密度、学生来源、地形地貌、能源、
交通、环境等因素后，原则上农村小学、初
中分别按服务半径 2.5 公里和 3 公里设
置；学生每天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一般不超
过 40 分钟。 农村学校超过服务半径设置
的，小学 1 至 3 年级应当通过就近设置学
校或教学点来解决，小学 4 年级以上可寄
宿； 当地政府应为学生提供寄宿生活条
件，或者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学生提
供规范的交通服务。

制定撤并方案须举行听证会
过去一些地方在撤点并校时只顾注

重如何集中，最终导致因学校撤并产生的
寄宿条件简陋、校车服务不到位、城镇学
校班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纠偏？ 省教育厅明确要求各地在

制定学校撤并方案的程序时，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应到拟撤并学校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召开学
生家长、学校师生、村（组）负责人和乡镇人民
政府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对撤并方案进行论证
时，应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代表应包括拟撤并
学校的学生家长、师生、所在地村（组）和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人和教育、财政、发改、交通等
部门负责人，其中学生家长和学校师生代表所
占比例各不低于 1/3，确保学生家长的意见在
学校撤并中得到充分体现。

座谈会、听证会均要制作座谈笔录，每位
代表在座谈或听证会结束时立即在本人发言
的笔录上签字。会议结束后应及时制作座谈或
听证纪要，并反馈给代表，对座谈或听证会中
代表反映强烈、 重要的意见， 没有采纳的，应
当作出说明。

同时，对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以及解决学
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作出进一步安排。通知
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
设和管理，规范校车安全管理，解决因学校撤
并产生的寄宿条件简陋和校车服务不到位等
问题。 要对学校撤并带来的“大班额”问题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红得睿智，似洼水般无形
“人们说要让教育充满爱，我说这还不够，要让爱充满智慧”

《让爱智慧》封面语这般表达。 无所求，故无所畏；有其道，乃有其
成。 我称之为“陶氏智慧”。 同事李昌坤如是说。

为了教好书，陶妙如做了大量积累。 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涉
猎古今中外经文佛史哲学各家经典， 这是她的精神源泉。 而 31
载的教学实践，29 年的班主任工作，她做到了让自己“如一艘空
船”去吸收学习。

2004年起，陶妙如有了个人网站“让爱智慧———陶妙如教育
实践活动”（www.miaoru.com）。网站是由同事伍岭帮忙建立，内容
全由陶妙如一人打理：“班主任栏” 是她的班主任工作日志，“学
生讲坛”是学生写下的心得体会，“不是过客”是已经毕业的学生
留言，这是一个不需要注册就可以留言和下载资源的网站。

办网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十年陶妙如累积起了二千多篇
日志。 长久的不间断的交流和记录， 陶妙如和学生成为一个整
体，大家在分享交流中学会了爱，走向智慧，内心也逐渐丰盈。

陶妙如把教书育人看做一次又一次的艺术创作， 用庖丁解
牛的精神来照鉴教育的实践。 她将教学实践结集成书就是《让爱
智慧》，中国教育报推荐其为“教师必读的几本书之一”，中国青
年报记者称赞其为“活论语”。

她不仅成为学生的老师，还成为老师们的老师。 不久前，教育
部公布“国培计划”专家库第二批人选，表中她是湖南省中文类中
学系列唯一入选者。 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单位慕她之名请她去做讲
座，她总会欣然前往，她说交流是较快地促进自己成长的方式之
一。

她的讲座，启发了一大批同行。 据说，上一届国培中她是被学
员们强烈要求增开报告的唯一一位专家。 而今年的培训，学员们
对她也表现出了特别的认同感。 学习简报上南昌市的吴歆老师写
道：“如果说两天来的学习， 专家们带给我的感觉是如沐春风，那
么今天陶老师就是盛夏如火的骄阳，蒸腾得人血脉喷张，真不明
白，她那纤巧的身躯何以能蕴藏着那样大的能量？ 鼓动得一屋子
年逾不惑、已习惯了不苟言笑的男女澎湃起久违的激情。 ”

红得执着，有莫名般的大气
“异想天开，脚踏实地。 ”
“学会吸收，学会释放。 ”
“自己暖和，别人感到温暖，这才是教育。 ”
“只要真正涉及感情地去投入，我们就可能抵达灵感到达的

层次。 ”
这是她和学生的一段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开的呢？
如果从春夏秋冬四季来看，我认为大约在冬季，在冬季，又大

约在早晨。 一到冬天，早晨就有了两个世界，被子里的世界和被子
外的世界。

有没有将手伸出被子又马上缩回被子的体验？ 有没有“外面
有被子里这么暖和就好了”的想法？ 如果有，说明你很正常，这是
一种本能反应。 面对这种本能的反应，你是选择还睡一会儿，还是
毫不犹豫地起床呢？ 不同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开始产生。

有人会说，没这么严重吧！ 不就几分钟么？
其实，根本问题不在几分钟，而在你禁不住诱惑，因此出现松

懈，因松懈而出现拖沓，因拖沓而懒散，因懒散而形成懒惰！
陶妙如分享给同行的学生的道理和故事很简单，要做到却不

容易。 需要针对每一个孩子的喜好特点因材施教；需要执着地记
录下几十万字的对话交流； 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反思和吸收；不
能有抱怨，不能有等待，只能有行动。

我和她交流时， 她正在做一个 PPT， 开头一张幻灯片是：“爱
他，这里就成了圣地。 ”我问道：“他是谁？ ”陶妙如笑道：“这个地
方，这些人，这些事。 ”

2012年陶妙如参加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原长郡中学党委
书记高书记评价她：“妙如是个脱俗的人，很可爱！ ”执着于教育，
照亮周围的人，陶妙如就是那一抹脱俗的红。

“妙如”那一抹红
———记长沙同升湖学校“国培计划”专家陶妙如

陶妙如在和学生交流。 本报记者 余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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