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普高招生考试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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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与郴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琼华聊
起“中国梦”的话题。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教育
者先要有梦。 ”

多年来， 郴州市致力于加速推进教育强市
建设， 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区
域经验和人物典型， 教育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王琼华所说的“有梦”
密不可分。

王琼华说：“教育工作者是中国梦的参与者
和实践者。教育工作者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才有满腔热情、充沛精力和无穷智慧。
要实现梦想，或许会有许多阻力，尽管难，但总要
一步步去做。”那么，他心里究竟有一个怎样的教
育梦呢？

问：“教育者先要有梦”，十分喜欢您说的这句话。 您
是否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教育梦？

答： 我觉得现在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自己孩子
的教育，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民生工程。 作为教育工作者，
如何让家长把孩子放心地送到学校， 让他们对教育有信
心，让孩子健康成长成才，这是我们肩上重重的责任和担
当。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有
用之才，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

我上学的时候，教育条件与现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我周围很多同学初中还没毕业就开始了打工生涯或者回

家跟着父母种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想如果他们进了学校读书， 他们的命运和人生会发生
很大的改变。

问：教育公平确实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但现实中
也存在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答：例如课程改革工作还未得到全面落实；家长的教
育观念还未完全转变； 教育经费还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现
状；教育公平还有很多亟须解决的具体问题，像农民工随
迁子女流入地升学问题、 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和师资均
衡配置问题等。（下转 03 版 2） www.h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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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不能只靠一小步

http://epaper.voc.com.cn/kjxb/

□ 蔡辉

有媒体报道：高考临近，一些乡镇
高中生弃考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作者

认为症结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
指出“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
传递，一代穷世代穷”。

现实引人关注，但解决方案应更有针对性。 补足农村教育资
源的“短板”，确实能改变“考不上”，却改变不了“就业难”，如果毕
业后没出路，弃考现象就无法遏制。 事实是，在教育资源分配相对
公平的城市，也出现了“弃考现象”乃至“社会阶层固化趋势”，这
说明，公平是系统工程，靠作者期望的“多走一小步”，作用有限。

“就业难”，说明人才供需失衡，应反省市场调节为何失败，并
以此为契机，改变非市场的管理方式，抑制反市场的行为，并对挤
压市场空间的利益集团进行约束。 只从教育内部找办法，这是用
简单办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这些年来，类似尝试并不少，一说素质
教育，便全民“奥数”，一说“减负”，便取消家庭作业，可结果如何？
素质没提升，“负”也没减下来，倒是给教师、孩子和家长添了许多
纷扰。

中国社会在进步，从匮乏到丰富，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极到多
元，然而，这一切也有代价：许多问题，过去靠一纸命令就能解决，
在今天却可能会失效，甚至产生副作用。 所以，必须改变思想方
式，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的因果关系，而要综合考虑，换言之，只
有从直线思维进化为系统思维，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 在今天，再
靠“小车不倒只管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的老办法，必然会
遭遇推不动、解决不了的瓶颈，反而陷入整体停滞的难局。

应该看到，在改革的道路上，问题一直在后面紧紧追赶，办法
走得快了，就会把问题甩在后面，而办法走得慢了，就会问题丛
生。 随着体量增加，走一步的成本也会上升，“一小步”也许是务实
的思路，可面对“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大问题，不紧走
几步，恐怕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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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努力实现今年高考“零事故”

本报记者姚瑶 通讯员 黄建锋

教育者要先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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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歆君）确保考前试题
试卷不泄露、考后评卷统分不出错，严防
考试期间出现有组织、大面积的舞弊，努
力实现今年高考“零事故”。 5 月 28 日，
2013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暨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
沙召开，会议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副省
长李友志，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出席会
议。

会议透露， 全省今年高考报名总人
数为 37.3万人，比去年增加 1万人。教育
部今年下达我省普通本科计划 14.05 万

人，高职（专科）计划 16.28 万人，其录取
人数与去年基本持平。

会议要求今年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

确保湖南高校招生考试安全。 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 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学
校要把考试安全放在“招生考试一把手工
程”的首位来抓，科学制定高考组考工作方
案，强化精细管理，细化操作规程，做到万
无一失。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与落实高考巡
视制度、考务管理工作制度、随机编排考号
制度、视频监控回放审看制度、招生考试工

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度， 从制度上保障
招生考试安全。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
的原则，层层落实试卷安全“一把手”负责
制，逐级签订安全保密工作责任书。加强招
生考试队伍建设。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全
面落实好考务人员三级培训制度， 将培训
落实到每个考区、 考点的每一位考务工作
人员。 做好外部环境综合治理。 继续开展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
境”和“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努
力营造良好的高考外部环境。

（下转 03版 1）

初夏的桃江阳光明媚，玉潭实
验学校校长曾章武坐在办公室，眼
睛望向窗外的校园，就像在打量自
己的家。 从教 24 年的他 1995 年即
成为宁乡县最年轻的初中校长，获
得过宁乡县名优校长等诸多荣誉。

2012 年，玉潭教育集团在桃江
开办了新的学校，曾章武从宁乡来
到桃江这片陌生的土地，筚路蓝缕
建起学校， 殚精竭虑搞起教研，短
短一年的时间，他的双鬓已经冒出
了缕缕白发，但每当听到教室琅琅
书声时，看到操场上孩子们尽情嬉
戏的身影时，所有的酸辛都化成了
满足。

不让老师吃亏
“不能让跟我一起在脚手架上

工作过的同事吃亏，” 这是曾章武
对老师的承诺。 炎热的 2012 年暑
假，学校忙着施工，曾章武戴着遮
阳的帽子守在工地上，胳膊晒得漆
黑。 为了赶工期，曾章武甚至带着
他新招来的 77 个教师干起苦力，
整日忙碌在脚手架上。 工程如期完
成，学校如期开学，而对这群跟着
自己从“脚手架”上开始创业的老
师，曾章武许下了承诺。

教英语的曾征宇是其中一
位，刚来学校不久，他的爱人被查出患有乳腺癌需要
动手术， 百般无奈之下他向校长提出请一个学期的
假。一个学期，意味着学校要找新的人手补上。但曾章
武听说他的难处后立马就同意了，还经常和老师去他
家探望。 这学期，曾征宇将爱人接到了学校，上五年级
的儿子也转学过来，校长还破例为他们一家三口安排
了一间房。

印象中的曾章武， 是一个用笑容去感染同事的人，
与其说是校长更像一位兄长。很多看来琐碎、细微、平常
的小事，曾章武都一一放在心上，偶尔在路上遇到老师
们，他总会停下来聊一聊，问问他们最近的情况。 下班
后，他和老师们一起吃夜宵，喝喝小酒。参加老师们的聚
会时，曾章武总是主动拿起话筒，唱歌逗乐也是拿手本
事。 平等融洽的情感交流，让很多青年教师把曾章武当
成人生旅途中的忘年交，生活上的知心人。

不让孩子受累
在曾章武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封信，这封信来自 4 年

级的一位家长，写满了 6 页纸。信里写了感激和感动，也
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意见：“冬天教室是否有热水供应？ ”

“晚上孩子睡后是否有人巡视检查被子？”曾章武时常在
大小会议提到这封信：“我们建校不到一年就能得到家
长如此关注，是我的幸事也是催促我前进的动力。
（下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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