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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
耒阳
：精准改薄助乡村教育华丽蝶变
本报记者
本报
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匡顺华 江小峰

“没想到龙塘中学改扩建后变化这么大，儿子以后放在这里读书，我们可以安心做生意了！”在耒阳城里
经商多年的龙塘镇人陈亮，原本想让孩子进城入读私立学校，得知龙塘中学已经提质改造，他经过一番了解
后，
决定把孩子继续留在镇里上中学。
这正是耒阳市为全面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推动“精准改薄”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耒阳市聚焦农村教育弱项短板，深入推进学校改薄提质，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整体提升城乡教育一体
化、
均衡化发展水平。
建设中的耒阳市芙蓉学校
孩子有了新教室
11 月 19 日，记者走进耒阳市芙蓉学
校，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运动场、标准
化的食堂……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学校里厚厚的土墙、黑乎乎
的教室，真是让人记忆深刻……”在该校
任教多年的校长谢夫才感慨万千。
事实上，耒阳市芙蓉学校是由耒阳
市第十中学改扩建而成，2021 年 8 月 31
日，耒阳市芙蓉学校正式揭牌，随着学校
的教学楼、食堂、水冲式厕所相继建成并
投入使用，耒阳市芙蓉学校成为耒阳市
乡镇最美的学校。
改变的不只是学校的教学楼、食堂
等基础设施。走进实验室，物理教师王
群正在给学生们上实验课。齐全的实验
器材和良好的教学环境，让王群的物理
实验课显得直观而生动，学生们听得津

津有味。
“ 学校实验室增添了
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
学科的上百件实验器材，教室安装了由
液晶一体机、电子白板和投影仪组成的
班班通设备。生动活泼的授课方式与网
络的完美结合，改变了‘黑板+粉笔’的
传统课堂模式。”谈起“精准改薄”带来的
变化，
王群兴奋地说。
自 2019 年以来，耒阳市实施“精准
改薄”项目，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全市 75
所城乡中小学校实施了“四改三化”(即
改食堂、改寝室、改旱厕、改澡堂，净化、
亮化、绿化)，农村改薄提质 38 所学校，
新、改建校舍 4.5 万平方米，34 个省定贫
困村小学全部建成合格学校。
“通过实施改薄工程，农村学校的办
学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教学点由
小而弱向小而精、小而优不断转变，城镇
大班额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耒阳市教
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学校有了新内涵
除了完善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外，
目前，耒阳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
则，为完小以上学校配齐实验室、功能室
相关仪器设备；为村小教学点配置完善
必要的教学设备、体艺器材，确保满足正
常教学需求。同时要求各学校立足实
际，因地制宜，结合学校的人文历史、办
学理念和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校园文
化建设，将学校的每一条走廊、每一面墙
壁、每一个橱窗充分利用起来，积极丰富
自身文化内涵，打造自身文化特色，实现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进学校办学水平
整体提升。
11 月 19 日，在淝田镇中心小学的谢
维俊事迹展览长廊下，伴随着清脆的童
声，革命先烈谢维俊的生平往事从一名
小女孩口中娓娓道来，而在这名小女孩
身边，
围绕着不少听演讲的师生。
这名负责向游人宣讲谢维俊事迹的

小讲解员，是淝田镇中心小学学生雷鑫
格。她告诉记者，自从学校修建了谢维
俊事迹展览长廊，自己便被谢维俊的事
迹深深打动了。
“这位革命先烈和我是一
个村子的，他的事迹激励着我向他学习，
我也愿意向大家讲述他的革命事迹。
”
“学校的历史文化长廊建成后，客观
程度上加深了校园文化建设，雷鑫格就
是最好的例子。”淝田镇中心小学校长段
红春告诉记者，在推动“精准改薄”时，学
校专门申请资金，修建了谢维俊事迹展
览长廊，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谢维俊事
迹，感受他的革命奋斗精神，也让学校有
了更深的文化底蕴。
耒阳市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乡
村学校改薄不止是硬件，也要关注学生
成长与校园发展。近年来，耒阳市通过
推动‘精准改薄’工程，给校园内涵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阵地保障，为学生的个
性发展搭建了广阔舞台。
”

衡山：
衡山
：
让农村孩子也能
“出声出彩
出声出彩”
”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周国安 唐可为 汤轶群
操场上，舞龙队跟随铿锵鼓点龙腾虎跃；书法室里，学生在翰墨香中全神贯
注；舞蹈室内，小小舞者跟随悠扬乐声翩翩起舞……11 月 18 日下午 4 点，衡山县
永和乡新场市九年一贯制学校课后服务现场一片热闹景象。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将教育发展的福利更多惠及乡村学生。”衡
山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向华表示，近年来，衡山县持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将一项项新政策、
新福利输送农村学校。2021 年，随着农村学校课后
服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全面铺开，衡山县为乡村孩子的幸福成长搭建了一
个个崭新舞台。
个性培育，
全面发展
不少家长也深刻感受课后服务给孩
11 月 18 日下午 4 点，衡山县白果一 子带来的变化。
中的泉蓉书苑 内 ，朗 诵 兴 趣 小 组 的 20
“周科宇字写得越来越漂亮了，进步
余名学生正开展一场精彩的阅读分享 很大。是同学们的榜样！”本学期以来，
会。和很多准备了演讲稿的学生不一 衡山县白果中心完小四年级学生周科宇
样 ，八 年 级 学 生 赵 羽 菲 凭 借 脱 稿 和 流 的妈妈总能收到老师表扬孩子的短信。
利 的 语 速 ，赢 得 了 在 场 师 生 的 阵 阵 掌 面对老师的夸赞，
她十分欣慰。
声。
“上学期孩子还是个令我们头疼的
校长杨岳峰介绍，学校历来重视阅 淘气包。”周妈妈介绍道，自己一直在外
读教育，校内建有藏书上万册的泉蓉书 工作，孩子二年级开始便寄宿在当地镇
苑，2021 年获评“衡阳市书香校园”。今 上的一所培训学校。由于缺少亲人陪
年 9 月，课后服务启动后，学校率先开设 伴，孩子对学习越来越抗拒，性格也大变
阅读、朗诵兴趣小组，指导学生正确的阅 样。
读方法、朗读技巧，让书香融入学生生
白果中心完小副校长何梅英告诉记
活。
者，学校 1150 多名学生大部分属于留守
“以前很少会上台演讲，我在朗诵中 儿童，这学期开展课后服务后，有 1067
找到了自信与分享的喜悦。”赵羽菲从小 名学生报名。
“ 学校课后服务采取‘作业
喜欢阅读，但害羞内向的性格让她一直 辅导+兴趣活动’的模式，为家长免去了
缺少表达自我的勇气。这学期加入朗诵 ‘教不了’
‘ 教不好’的烦恼，也释放了孩
兴趣小组后，每周的阅读分享会让她勇 子的活力与天性。
”
于自我突破。
心灵护航，
阳光成长
如今，不少像赵羽菲这样的孩子在
消解压力的良方、压力与心理障碍
各项活动中走上讲台。杨岳峰告诉记 常见症状、如何做情绪的主人……在衡
者，
“ 课后服务的开展，让孩子们放学有 山县白云学校的“知心屋”，各类心理健
了好去处，培育了个性特长，丰富他们的 康教育知识张贴在墙，仿佛走进这里，一
成长体验。
”
切坏情绪和矛盾都能得到纾解。

衡山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现场
校长成中锋告诉记者，近年来，学校
不断创造条件，逐步完善心理辅导室建
设。在“知心屋”，每周有专职的心理健
康教育老师带领学生开展活动，倾听烦
恼，
排解忧愁。
关爱乡村学生的心理健康，着眼于
每个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心理潜能的
开发，
2021 年以来，
衡山县十分重视农村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分别在白果
镇、萱洲镇、永和乡等乡村学校开展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39 场。
同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5 期，全县 200 余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参加；并通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教学案例评比和课堂教学比武、观摩、
研讨，积极开展线上网络学习、线下集中
研修等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全县农村学
校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他们的
专业成长。
“乡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还有不少
学生因父母离异、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
更需要关心关爱和正确的价值引领。”在

衡山县萱洲镇贺家九年一贯制学校，校
长文新发解释。该校 620 多名学生中有
500 多名为留守儿童，
学校特意设置了校
长信箱、心语信箱，为学生情绪宣泄提供
出口。
“ 学生来稿涉及的内容大多是想
家、想父母以及家庭矛盾。”基于这一事
实，今年 9 月，学校特意针对学校家长开
展了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要学会倾听孩子，站在孩子角度
看待问题。”学生小瑶的奶奶参加讲座
后受益匪浅，孩子升入初中后祖孙俩一
直关系紧张，小瑶的成绩也逐渐下滑。
讲座犹如春风，在心理健康咨询师的指
导下，小瑶和奶奶相处得越来越亲密融
洽。
今年 3 月以来，衡山县先后在萱洲、
永和等乡镇开展家长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共 14 场，帮助家长树立正确观念，了解
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掌握科学的教育
方法。让家长配合学校促进子女全面健
康成长，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