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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
道县
：多措并举促进教育公平
本报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粟神世 杨源华 周丽
“县里投资 400 多万元，为我们新建
了高标准的教学楼 ，增添了 1800 个学
位，还配备了音乐室、美术室等功能室，
学生能优雅地拉起小提琴，欢快地跳起
芭蕾舞。”9 月初，道县第四小学校长周
序红笑着告诉记者，往年总要为学生学
位发愁，如今有了政府新配置的教学楼，
道县第四小学的学生得以享受优质的教
育资源。
道县第四小学的变化正是道县县
委、县政府多措并举确保教育公平最真
实的写照。道县是永州市的人口大县，
近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建设
迅速铺开，不少人选择进城购房，定居县
城，这也造成了城区学位供给难等一系
列问题。为此，道县县委、县政府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反复调研、分析、研讨，谋划
学位建设，力保教育公平，力推教育高站
位布局，高标准建设，力求教育优质均
衡、高质量发展。
自 2016 年起，道县县委、县政府先
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教育优先发
展的实施意见》
《道县县城学校专项规划
（2016～2030 年）》等一揽子文件办法，确
保 学 校 建 设 的 科 学 性 、合 理 性 和 美 观
性。有了这份“任务清单”，
“ 卡脖子”的
环节、领域和政策即研即办，部门、责任
人围绕学校建设工作同向发力、相向而

行。在具体工作中，每年度确定一至两
项重点工作着力推进，倒排工期，学位建
设工作有序快速推进。
而在学位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道
县严格按照政策引领确保入学，县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科学规划，合理施策，制
定了道县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城区所有中小学校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实
施划片招生。
“从宣传摸底，到线上申报，再到暑
期的线下集中审核，现场核实，最后面向
社会进行公示，整个过程透明公开，时刻
接受群众的监督。”道县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周明远表示，道县教育系统严格
执行招生工作的“十条规定”，杜绝了违
规招生的行为，
确保教育公平。
事实上，道县在推动教育公平的同
时，也追求教育高质量发展。道县西洲
芙蓉学校是 2021 年才投入使用的年轻
学校，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老百姓争相
夸赞的好学校。
“靠的是教师培训与课堂质量。”学
校校长蒋先利告诉记者，在道县教育局
的统筹安排下，自己同时担任道县西洲
芙蓉学校与道县第三小学两所学校的校
长，通过教师交流、青蓝工程、资源共享
等方式，提高两所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和学校的办学质量。

道县第四小学学生在操场上参加活动
在蒋先利看来，这种方式以任务驱
动为发力点，在校与校之间建立起“密接
型”关系，教师培训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进一步拉近了校际差距，也使得“传帮
带”的作用更趋实用，新进教师的专业素
质得以
“水涨船高”。
“我最大的收获是，教研不再仅局限
于我们两三个人，而是有了依靠——依
靠学校整个教研团队，我一下子融入了
一个教研大家庭中。我的教学方法、业
务水平快速提高，今年还被评为县教学
能手。
”
教师杨华高兴地说。
除了校际之间的教研教改活动，道
县更是把教师培训提高到了新局面。
2022 年暑期，道县大手笔抓教师县培工
作，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分类、分科、分
层实施，在加强教师学科培训、促进教师

专业化成长方面创新工作机制，采取“请
进来、送出去”方式，加强教师培训培养，
实现了“全员培训、整县提升”的良好效
果。
“县里这次组织的培训规格很高。”
道县树湘学校教师杨艳华说，此次培训，
县教育局请到了长沙教育科学研究院的
刘兵教授，他从作文、文言文、古诗文、记
叙文等专题讲解语文学科知识点，分析
长沙中考的高频考点及各类答题技巧，
这些内容都让她十分受用。
“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权利的公
平，更是教育质量的公平。”周明远表示，
通过引进部分优质民办学校，加强公办
校与民办校在管理经验、师资等方面的
交流，做优做大道县教育的基本盘，推动
道县教育优质发展，
力促教育公平。

新田：
新田
：让农村孩子也能上
“好”学
本报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肖付军 欧阳婷婷 王辰宇
9 月 19 日，记者走进新田县田家学
校，看到校内的学生有的在新建的操场
上挥洒汗水，有的在精致的教学楼内奋
笔疾书。校内的围墙上描绘着学校特有
的校园文化：
“345”田文化和礼仪主题文
化，以“五育”并举为抓手，以“四有”教师
的标准，努力培养“三好”学生，即在校争
做好学生，在家争做好子女，步入社会成
就 好 公 民 ，呈 现 出 一 片 欣 欣 向 荣 的 景
象。而两年前，田家学校还是新田县的
薄弱学校。
优化提质农村教学点、提升农村薄
弱学校办学质量，是新田县教育局一直
以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两个有力
抓手。
2020 年 3 月，新田县在全省率先开
展农村教学点优化提质试点工作，通过
全面摸底，详细了解办学状况，并结合人
口分布、交通资源和学龄人口流动、变化
趋势，从最有利于学生的选择出发，尊重
群众的自主意愿，
“ 一校一策”推进教学
点酌情优化、合并或暂停办学。将新田
县 104 个农村教学点优化整合为 19 个，
通过“硬件提标、队伍提质、管理提效”改
造，打通农村孩子享受优质教育的“最后
一公里”。3 年多的时间，新田县在农村

教学点优化提质上走出了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路径”。
“在教学点撤并后，
学生大量集中到
了乡镇中心学校，这其中有完全小学，有
九年一贯制学校，
也有乡镇中学。
”
新田县
教育局局长邓振斌告诉记者，
撤点并校让
学生告别了老旧的教室、
薄弱的师资。提
升农村薄弱学校的办学质量，
则是新田对
农村孩子和家长交上的另一份答卷。
提 质 ，首 先 体 现 在 学 校 硬 件 建 设
上。近年来，新田县共投入资金 1639 万
元，完成金陵中学、骥村中学、枧头学校、
田家学校、新隆中学、毛里小学 6 所省级
乡镇寄宿制学校达标建设；2022 年投入
资金 2229 万元，
土建工程 1885 万元，
设施
设备 344 万元，
建设 9 所乡镇寄宿制学校。
9 月 19 日，记者在新田县枧头学校
看到，焕然一新的操场为学校增添了别
样的新意。站在教学楼上俯瞰，直道、弯
道构成的椭圆形无比优美，标准化足球
场位列期间，各种标线错落有致、颜色分
明。晴天不起尘，雨天不积水，学生们在
新操场上翻滚，再跑几下试试脚下感觉，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阅读室、音乐室、舞蹈室、信息化教
学设备齐全，
与城镇学校没有多大差别。”
枧头学校校长胡光辉告诉记者，通过农

村薄弱学校改造提质，学校按要求配齐
了功能室和信息技术教育设施设备，办
学条件大大改善。
“教学点与薄弱学校的双重提质，为
家长和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择校选择。”胡
光辉告诉记者，枧头学校下属的彭梓城
教学点与枧头学校共享师资，教学点通
过网络直播课堂，可与枧头学校同步上
课。
“ 彭梓城教学点根据‘一校一品’策
略，开设了劳动课程，而枧头学校则是以
大课间、剪纸、插画等民俗教育为特色。
”
彭梓城村村民宋秋平的女儿以前在
广东上学，每期学费 6000 多元。前年，
她看到村教学点全面提质，便把女儿转
到村里上学。
村民王梦琼、彭金霞，也把孩子从外
地转到村里上学。但她俩有着幸福的
“烦恼”：
“孩子他爸想把孩子放到教学点
上学，这样可以体验农耕文化，但我想让
孩子学习枧头学校的剪纸。”经过再三思
量，她俩都将孩子送到了教学点就读，离
家近，
老师教得也不错。
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优质的学习环境。但要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五育并举”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教
育，
改善师资则是必经之路。
作为一所农村学校，骥村中学教学
质量稳居新田县农村学校前三。
“教师队

伍的良性培养。”学校副校长骆倩雯道出
了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秘诀。她说，每一
位新进教师都会有一节属于自己的公开
课，
“ 我上第一堂‘见面课’时，听课的不
仅有学生，还有整个学科教研组的教师
以及学校领导。因为过于紧张，课上停
顿了四、五次，下课后发现自己衬衫全湿
了。”这一次记忆犹新的经历鞭策着她努
力前行。
通过向前辈学习、自学、积极参与培
训……骆倩雯的教学水平迅速提升，不
仅吸引一些教师自发前来观课，还多次
面对全校师生上“优质课”
“ 示范课”
“教
学比武课”，短短 4 年时间，她便从新进
教师成长为教学副校长。
“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建
设，新田县农村薄弱学校建设取得了较
好进展。”邓振斌介绍。近年来，新田县
委、县政府大力支持新田县教育事业发
展，去年教育支出为 6.76 亿元，同比增长
4.03%，占财政总支出的 22.6%。同时加
大教师福利待遇保障，农村教师乡镇工
作补贴每年 560 余万元、农村基层人才
津贴每年 680 余万元按时发放到位，安
排资金为农村教学点教师提供农村人才
津贴，并每年安排专项经费 140 万元，支
持农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孩子
留住教师，
特别是优秀教师。

枧头学校操场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