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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东县::呵护乡村振兴的
祁东县
“希望种子
希望种子”
”
本报记者

祁东启航学校合唱团参加湖南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祁东启航学校合唱团参加湖南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刘芬 通讯员 周延华

祁东县靠近广东，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劳务输出大县，曾是衡阳市唯一省级贫困县，全
县现有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 56128 人，
占该阶段学生总人数的 54.53%。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乡村振兴的“希望种子”。两年前，祁东县委、
县政府在脱贫攻坚中，
对留守儿童进行调研，
了解到外出务工的家长无暇照顾孩子，
情感的缺失对孩子成长不利。
一场政府主导、部门协助、家校共育的构建关爱留守儿童大格局行动，在祁东大地上铺展
开来。

形成合力，
对留守孩子厚爱三分
村建设和幸福家庭建设之中，建立农村
7 月 20 日，祁东县教育局党委书 留守儿童“快乐周末乐园”
“ 儿童之家”
记、局长陈善东带领县教育局驻凤歧坪 “童伴之家”，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留守
乡嘉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嘉达村召开 儿童学习、交流，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弥
屋场恳谈会。陈善东与村民们促膝长 补留守儿童周末教育管护的空档。
谈，得知初三留守儿童罗如意考入了衡
丰富载体，
让留守孩子快乐成长
阳市一所职高的幼师班，家中病人多，经
112 个乡村小学图书室，600 多个班
济困难，学费和生活费没有着落。经商 级图书角，10 万余册图书，帮助 2908 名
议，陈善东当场表态，从 2021 年下学期 留守儿童开展阅读活动；50 多个乡村留
开始，县教育局将每学期支持罗如意学 守儿童之家成为留守孩子共同的家；25
费 2000 元，
直到毕业。
个乡镇（街道、
管理处）、296 个行政村、72
祁东县的干部有一个共识：
“留守儿 个社区（居委会）配备了留守儿童督导
童的事，
谁也耽搁不起！”
员；700 余名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组成
县教育工会主席陈少雄介绍，祁东 21 支队伍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心
县委、县政府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不能 理疏导、困难救助等个性化服务；86 个
耽搁的大事，2020 年 9 月，县委、县政府 村（社区）家长学校……这组数据背后凝
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幸福祁 聚了祁东各界对留守孩子们深深的爱。
东的决定》的文件，建立留守儿童关爱保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一个教与
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构建政府领导、学 学、爱与乐的过程，有丰富的内涵。”谈起
校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家庭参与的大格 关爱留守儿童，祁东县教育系统关心下
局。
一代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贺传贤如数家
为了这耽搁不起的大事，祁东县成 珍。祁东县职业中专对口支教白鹤中
立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教育、宣 学，每学期派心理指导老师为留守儿童
传、团委、妇联、民政、公安等部门为成员 提供个体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调节
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 心理状态；祁东县城船山小学结对帮扶
爱留守儿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农村留守 灵官镇中心小学，每季度开展给留守儿
儿童关爱工作融入精神文明建设、新农 童送教下乡活动；偏远的四明山乡中心

小学设立了爱心电话，每周星期五下午
最后一节课，班主任陪学生和家长视频
通话。
为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祁东县政府
加大对关爱留守儿童典型教师的奖励力
度。年轻教师陈巧玉在最偏远的四明山
乡中心小学任教四年，她把留守儿童当
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今年教师节，
她被评为衡阳市优秀乡村教师。
“作为一
名年轻教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
荣耀。
”
获此殊荣，
陈巧玉激动万分。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教育活动、增加乡村留守儿童的
阅读量、设立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评选
祁东县“新时代好少年”、开展“成长家
园”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讲座等一系列载
体丰富、形式多样的举措让留守孩子快
乐成长。
凝心聚力，
为留守孩子保驾护航
2020 年以来，祁东县 20 多个关爱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站常年免费向留守
儿童、家长提供线上线下心理咨询和辅
导服务。同年，祁东县教育局摸排在校
留守儿童 30292 人，
建立了准确的全县关
爱留守儿童数据库，并配合县民政局为
全县留守儿童免费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祁东县启航学校组建了全省首个留

守儿童合唱团，这些孩子中，有的性格孤
僻、有的好动自控力差、有的不合群 。
2020 年 11 月 7 日晚，当合唱团的孩子们
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代表留守儿童群
体献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时，人人脸上
都写满了自信。
河洲镇二中小学四年级学生小高，
父母离异，学习兴趣不浓，上课注意力分
散，参加学校“艺术童伴”舞蹈类兴趣小
组后，
她找到了全新的自己。
灵官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小陈患轻
度抑郁症，通过关爱团体的帮助，变得活
泼开朗了。她父母高兴地说，家里花了
上万元没治好的病，
让学校治愈了。
步云桥镇中学初三学生谭舒天生口
吃，参加学校阅读兴趣小组后，多次在征
文比赛中获奖。
四明山乡六年级学生刘明给远方务
工的父亲打电话：
“ 爸爸，学校现在越来
越漂亮了，校外活动也很多，我在校很安
心，
很开心。
”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爱是留守儿童心底最深情的期待。
从政府到社会，从团体到个人，祁东县构
建了一张政府主导、部门协助、学校配
合、社会参与的全方位关爱网，正呵护留
守儿童快乐成长。当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荡漾在乡村的校园，一张张充满朝气的

南岳区：
均衡发展，
共享一片蓝天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周沐源

趣味篮球活力满满、口风琴婉转悠扬、绘画组笔尖沙沙……自 2020 年 9 月以来，每天下午 4 点，衡阳市南岳区万
福小学课后服务“动静结合”
的热闹景象成为常态。
投入 7000 多万，
占地 25000 多平方米，
这所曾经“灰头土脸”
的村小经过 2 年提质扩容改造，
不仅实现了校容校貌
的大“蜕变”，
还通过特色办学为周边农村孩子打开素质教育大门，
成为南岳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写照。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要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南岳区教育局局长聂德明掷地有声。近年来，南岳区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则，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倾心尽力稳定乡村教师队伍，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
乡教育优质均衡，
让城乡孩子共享一片蓝天。
加大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
风格统一的现代化教学楼、窗明几
净的教室、绿草茵茵的标准足球场……
走进城郊的金月完小，很难想象，几年前
这里曾是一所办学条件落后、生源流失
严重的薄弱村小。
“原校址面积不足 4 亩，教学楼是 70
年代修建的砖瓦房，不光掉漆漏水，各项
教育设施设备都很陈旧。”校长刘建国一
边翻出学校前后对比的照片，
一边向记者
介绍，近年来南岳区城镇化进程迅速，为
改善落后的办学条件，缩小城乡校际差
距，缓解城内学位紧张的压力，南岳区投
入 5000 多万元对学校开展了全面的改扩
建工程。
2015 年 9 月，学校正式办学，宽敞漂
亮的全新校园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进
城务工的家长前来为孩子报名。同时，
学校以素质教育为主线，充分发挥乡村
少年宫的教育职能，大力推进校园足球、
科技活动的发展和文明校园、书香校园

的创建，丰富学生精神生活，促进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
在推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
南岳区不断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全力
为乡村学校补充班班通、一体机等多媒
体设备，着力解决乡村教育的“短板”和
“弱项”。
在黄竹中心学校，四年级语文教师
阳美便充分感受到了教育信息化带来的
便捷和优势。
“ 传统的教学课堂，老师一
支粉笔一块黑板一节课从头讲到尾，干
巴巴的教学方式不仅效率不高，学生也
没兴趣听。”2016 年以来，该校分批次为
每个教室配齐了全新的一体机 18 台，
“视频、图片等丰富的资源，为学生还原
书本中的场景，
也为课堂增添了活力。
”
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这是南岳
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响亮口号。近年
来，该区把教育列为民生头等大事，超标
高质完成各项教育民生实事工作，先后
投入 1.35 亿元，全区 15 所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条件得到改善，教育重点建设
万福小学课后服务现场
投入实现各学段全覆盖，让群众在
家乡教育事业的热忱来到了红旗小学。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
“希望能通过所学带给乡村孩子更多新
倾心尽力，
稳定教师队伍
开拓他们的视野。
”
11 月 19 日上午，位于祝融峰山脚的 意的教育，
寿岳中心学校校长刘美莲告诉记
寿岳乡红旗小学校园里一片祥和。一年
级教室内，数学教师谭曼华正通过趣味 者，红旗小学距离南岳城区 20 余公里，
“虽然
游戏教授孩子们“10 以内的加减法”，不 是该区最为偏远的山区学校之一。
位置偏远，但学校教职工宿舍、洗衣机、
少年轻教师在教室后排观摩学习。
“数学来源于生活，教学要注重激发 空调、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被誉
孩子的数学兴趣，教学设计、提问都要站 为‘最美山区学校’，山区教师的从教生
”
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谭曼华来自城区 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偏远山区学校
的南岳小学，本学期主动申请到了学校
对口帮扶的红旗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 的教师安心从教，南岳区为所有山区学
教，将城区学校优质的教学方法和先进 校添置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设施设备；
的教学理念引入偏远山区学校，补充乡 教师工资待遇按照“同城同待遇”原则，
纳入全区绩效考核奖励发放范围，与公
村学校的教师资源。
除了城区支教教师，学校 23 名教师 务员同等考核、同等奖励 ...... 一系列惠
中还有不少公费师范生。
“ 振兴乡村教 师政策让教师们切身感受到了为人师者
育，乡村教师使命在肩。”今年 6 月刚从 的荣誉感、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王锶便怀着对 从教、热心从教的劲头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