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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
衡东
：集团化办学打造教育新生态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罗凯 肖媛媛

依托集团平台的锻炼，石湾中学的彭凡欢，三樟树中学的曹新元、曾颖，大桥中学的秦
玉兵，
衡东六中的颜燕飞、
周璐、
陈艳平等教师已经成长为“能手型”
优秀教师。多名年轻教
师在县市级教学比武中崭露头角……11 月 18 日，衡东六中教育集团核心校衡东县第六中
学校长尹国平向记者细数着集团化办学的成绩。
自 2017 年衡东六中、衡东九中教育集团试点成功后，衡东县稳步推进教育集团化办
学，目前，已经建立了 7 个教育集团，覆盖全学段。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激发乡镇薄弱学校
办学活力，各教育集团聚力突破，多项工作破题起势、亮点频现，书写了衡东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的崭新篇章。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已渐成现实。
理念升级，学校管理精细
11 月 18 日，南湾乡中心幼儿园小班
教室内，
罗淑妍跟随老师做着小实验。
今年暑假，父母原计划将她带去安
仁县读幼儿园，方便照顾，罗爷爷却极力
反对。他说：
“ 家门口的幼儿园就很好，
尤其是素质教育做得好。
”
罗爷爷如此坚定，是因为这两年，淑
妍的哥哥姐姐相继入读南湾乡中心幼儿
园。
“ 见人礼貌打招呼，回家还会跟我讲
故事……”孩子的变化，让他不追求“每
天学拼音、学算术”了，也开始学着在家
辅导孩子阅读。
“集团核心园向阳幼儿园的指导，让
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2019 年，南湾乡
中心幼儿园民办转公办，在小学从教的
文刘凤调任园长，教什么？怎么教？通
过现场观摩、学习、探讨，文刘凤的办园
思路逐渐清晰：课堂上，要引领孩子有序
活动；教室内，要划分不少于 5 个主题的
区角；
教学上，
要“去小学化”
……
2 年时间，这所地处偏远乡村，与郴
州、株洲交界的幼儿园备受家长信赖，生
源逐渐稳定下来。
变化，也在衡东县洣水实验中学一

次次上演。加入衡东一中教育集团
后，衡东一中委派中层干部朱护国、陈
志 男 任 洣 水 实 验 中 学 党 支 部 书 记 、德
育副校长，并委派 11 名科任教师来校
支教。借鉴一中的管理模式，
“ 精致教
育 ”理 念 在 学 校 落 地 生 根 。 学 校 教 学
教研管理，对学生学习、生活进行量化
考核。
教师有干劲，学生有礼貌，周边家长
放心将孩子交给学校。今年秋季，学校
初一新生报名人数超 800 人，彻底告别
了过去“鲜有人问津”
的窘境。
互动交流，
教师专业成长
“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次教研活
动。”衡东县泉集镇泉新完小校长黄鹤楼
说，加入幸福完小教育集团后，教师参与
集团教育教研活动已成常态。以 70 后
教师为主的学校，课堂、教研改革的活力
逐步显现。
学校 80 后数学教师肖慧红经历过一
次“80 分钟”的评课后，深有启发。此后，
注重知识的整体性和条理性，
抓好课堂教
学环节，
成了她备课、
上课的一个标尺。
关于集团内互动教研，杨桥中学校
长稂平辉感触良多。

南湾乡中心幼儿园户外体智能课

杨桥中学 49 名在编教师，平均年龄
40 多岁，分批次参加衡东九中教育集团
核心校衡东县第九中学组织的信息化
2.0、智慧黑板一体机应用等培训。如
今，44 岁的樊飞已经能熟练运用信息技
术教学，并将衡东九中的“515205”教学
模式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上，逐步成长为
学校的教研带头人。
打破校际壁垒，送教下乡、跟班学
习、同课异构、教学比武……在一系列互
动活动下，优质教育资源得到辐射推广
和合成再造，成员校内教师成长的事例，
不一而足。这也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整体
提升。衡东九中教育集团核心学校衡东
县第九中学校长彭哲告诉记者：
“4 年来，
成员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和优秀
率有了实质性突破。
”
德育丰富，
学生自信成才
11 月 19 日上午，高湖中学迎来了每
天一次的课间操时间，诵读弟子规、跳音
乐操、啦啦操……内容丰富的锻炼形式，
令人眼前一亮。
学校校长侯志强告诉记者，2020 年，
学校加入衡东二中教育集团后，主动寻
求突破点，在学生文明意识培养、行为习

惯养成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改革。因多次
被媒体报道，这所偏远农村中学渐渐有
了名气。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开设陶笛、啦啦
操、篮球、田径、鼓号队等社团课，丰富学
生课后时间，学校陶笛队荣获“衡东县首
届文化艺术节一等奖”，并受邀荣登省文
化厅展演，
“ 农村娃登上省级舞台”一时
成为当地佳话。
“培养有自信、有特长的学生”，高湖
中学成效显著。今年秋季学期，七年级
新生报名人数突破近年新高，原计划 2
个班扩展到了 3 个班。
还有不少周边乡镇的孩子慕名而
来。冲学校篮球特色，家长张建平将孩
子从攸县转学至此。高湖本地人董国斌
放弃优质中学杨山中学，选择让孩子在
高湖中学就读。
“因为高湖一样出人才。”
他说。
“以前，每个学校就好比是一根根手
指，如今，集团化办学就是让手指握起
来，变成有力的拳头，用集团的力量打造
更优质、更均衡的教育生态，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磅礴的教育力量。”衡东县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刘国锋说。

石鼓区：
石鼓区
“
：扁平化
扁平化”
”
激活乡村教育
本报记者
本报
记者 王燕 通讯员 蒋小峰 邓夏兰 王浪

三星小学的足球特色课程
学校自主权更大了
曾经，中心校对于分散的乡镇学校
的管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渠道的畅通，这一机
构的管理职能日渐弱化。同时，因为中
心校的存在，
各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小。
多年前，松梅小学想翻新学校围墙，
但需要经过层层上报、审核。整个程序
走完，
耗时一个学期。
实行扁平化改革缩减组织层次，减
少管理环节，简政放权，激发乡村学校的
能动性、创造性。
“ 很多想法不能得到及
时实施 。”何祚信原是三星小学校长 ，
2018 年，他带领学校的啦啦操队伍到长
沙参加省级比赛，最后捧回了亚军。
“这
个事情险些因为机构审批程序繁琐和学
校经费等原因而搁置。
”
“现在，繁琐的审批程序不复存在
了。”何祚信说，中心校撤销之后，学校有
了独立的法人资质。
“学校的自主权增大
了，有想法敢大胆做了。”这几年，云旭山

“现在，我们乡村小学和城区小学一样，有很多参加市级、区级比赛的机会，学生们别提多开心了。”
11 月 16 日，衡阳市石鼓区云旭山联校校长何祚信告诉记者，学校在今年石鼓区夏季运动会上获得小学
丙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近些年，云旭山联校脱胎换骨，学校建设越来越好，声誉越来越美，家长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而这都
得益于石鼓区积极推进教育管理扁平化改革：2019 年 7 月，通过撤销中心校，将自主权还给乡村学校；由
区教育局统一培训、
调配师资，各学校师资力量配备更均衡。石鼓区教育局局长谢炜表示，
“扁平化管理
模式激活了乡村教育，为城乡教育一体化装上了‘动力装置’，使学校、教师、学生都处于动力系统中，从
而发挥出各自的最大潜能，
推动乡村教育加速发展。
”
联校师生外出比赛的机会多了起来，学
校已连续三年参加区级运动会，并年年
获奖，
“ 乡村娃能在更大的舞台展示自
己，城乡学校得到的发展机会更公平，竞
争更加公开透明化。
”
“学校的各项资金申请程序既科学
又快捷。
”
单雯是三星小学现在的校长，
她
告诉记者，因电路改造和地面维修的需
要，三星小学向教育局申请专项维修资
金，
两个多月资金就到位了。
“去掉中心校
这个
‘中间环节’
，
学校直接与区教育部门
对接，
自主管理发挥了最大的效能。
”
三年前，石鼓区率先在衡阳市完成
教育管理扁平化改革，撤销角山、松木、
黄沙湾 3 个中心校，全区 25 所中小学校
全部由区教育局直管，所有公办中小学
实行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考核。扁
平化改革有力激发了辖区教学活力，近
年来，该区先后被评为“省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区”
“省建设教育强区
先进集体”和“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区”。

城乡教师流动更合理了
为进一步破解城区挤、乡村弱难题，
也为了让“双减”
政策的落地，
在石鼓区教
育系统的管理扁平化改革过程中，与“取
消中心校”相呼应的就是推进教师“区管
校聘”
改革——由区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调配师资，
让教师在城区与乡村学校之间
的流动更合理，
不断增加乡村教师发展机
会，
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我和城区老师一样有很多培训和
学习的机会。”刘可欣是三星小学的一名
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她说，秋季学期，学
校和教育局已经组织了 5 次教师培训。
近些年，乡村教师学习的机会多了，教研
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学校敢
于在教学教研活动上多一些创新。
跳绳、
绘画、
呼啦圈、
足球……在三星
小学，
记者看到该校学生用已有的教学场
地、
器材、
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
因地制宜
做好协调工作，
提供课后服务全覆盖。
“踢
足球有意思，
还能锻炼身体。
”
一名学生大

声地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记者。足球特
色课程是学生最喜欢选的课后服务，
该校
的足球课程在近几年参加衡阳市、
区组织
的足球比赛中多次荣获多个奖项。
区级学科带头人黄书彪曾在城区四
中担任校长。今年 9 月，教学经验和管
理经验丰富的他被调任至二中担任校
长。
“ 刚到学校时，我发现学校过分重视
学习成绩。立德树人，我认为德育教育
应该放在首位。”他的到来给这所乡村中
学带来了新气象：提出“勤、善、静、净”办
学理念、班级评比改变评价方式、举办学
生喜爱的比赛……一系列举措和活动得
到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今年，像黄书彪这样由“城区名校名
师”调任乡村学校担任管理者的，共有 8
人。他们把优秀的教学技能带到了乡村
学校，带动了教师的进步，带来了先进的
管理理念。近三年，石鼓区教育系统有
45 名行政人员和 50 名教师进行城乡交
流，
交流比达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