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敲响的龙舟鼓点， 震醒
我们记忆的神经： 这是一片古韵
飘香的土地， 这里有一条被誉为
“蓝墨水的上游”的河流；这里，龙
舟文化、湖湘文化脉脉相承，求索
精神、骆驼精神代代相传。 于是，
我们追寻重教兴学、 崇德尚文的
足迹，迈得无比轻松自然。

轻轻走在长乐古镇的青石板
路上， 贪婪地嗅着空气中醉人的
甜酒香味， 真的有点误入桃花源
的感觉。 难怪长乐镇的党委书记
彭建芳如此重教， 他是怕辜负了
这一方好山好水吧？ 无论工作多
忙，他每周都要到学校看一看，要
与师生聊一聊， 每个月都要到学
校听一次课；所以，他在全镇干部
面前掷地有声：“我们要在全镇上
下倡导‘不比房子 、不比票子 、只
比孩子’的新风尚。 ”所以，该镇每
年的教育投入都在 50 万元以上；
凡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的教
师， 都受到了镇政府同样规格的
奖励。

穿行在汨罗的山南水北 ，我
们才知道，如此重教的基层政府，
又何止长乐？ 教育已经成为汨罗
关注度最高的热词。 各乡镇都设
立了奖教扶学基金会， 奖励优秀
教师，改善办学条件，扶助困难家
庭学生，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庆祝
大会和教育工作年度总结会已成
为一项制度。 从高考、学考期间，
公安、建设、电信、电力、卫生等部
门的现场办公 ，到公安 、文化 、卫
生等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的联合
整治， 部门单位始终坚持为教育
保驾护航。

上网搜索关于汨罗教育的新
闻，“个体老板为师生设奖 ”、“社
会资助患病学生手术康复” 等新

闻，每年不下 30 条。徐老师临近退休，他所任教的
任弼时红军小学是我省第一家正式授牌的红军小
学， 他说：“我们汨罗长久不衰的尊师重教热应该
是基于一种反哺心理， 家长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
育，捐资兴教；学生学有所成，回馈母校。教育越办
越好，人才越出越多，自然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

不少非汨罗籍人士对汨罗教育的倾情投入，
也是汨罗重教篇章中的亮点。 寓居八景的著名作
家韩少功经常给汨罗师生送精神食粮，“教师节感
恩灵魂工程师”、“中秋节与乡村教师聊 ‘育人’”、
“与乡村孩子共度‘六一’儿童节”，在老师和孩子
们眼中，他是一位最风趣、最容易请到的客人。 更
多的是从物质方面助推汨罗教育： 浙江企业家吕
忠民先生出资 150 万元， 在范家园镇新建一所希
望小学； 浙江商会汨罗分会向汨罗贫困优秀学生
捐赠 15 万元； 美国剑牌糖类有限公司拟捐资 40
万元援建三江镇中心小学……

汨罗江畔，永远是春天！

———求索教育强市的“汨罗经验”
徐亚平 黄松柏 周湘益 任胜 吴阳 刘地维

“汨罗素质教育”，从来不缺少关注的目光！ 今年高考成绩发布
后，媒体记者一拨又一拨往汨罗“赶集”。

该市今年的高考，依然是风光无限———3635 名学生参加高考，二
本上线 2072 人，上线率 57%；市一中学生李怀宇以 670 分、尹博旺以
679 分分别获得岳阳市文、理科第一名；一本上线 595 人，其中 600 分
以上 78 人，占该市总考生数的 2.15%；全市小专业省内联考二本以上
上线 442 人；职业高中对口专业招生本科上线 158 人；今年有 4 人被
北大、清华录取。

翻开厚厚一摞岳阳教育高中教育质量评价册，汨罗连续 23 年居
岳阳市前列； 实行高中学考以来， 该市学考教育质量年年居岳阳第
一；令人更感兴趣的是，该市普职招生比连续 21 年保持大体相当。

面对高考所取得的成绩，汨罗人总是很淡定。 许多地方那种欢天
喜地的庆祝场面、铺天盖地扯横幅的喧嚣，在汨罗无缘得见。

谈起这些年来的高考成绩， 汨罗人说得相当自信：“我们从不刻

意追求高升学率；然而，多年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
教育，高升学率成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

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 透过汨罗人不想
多谈的高考质量，我们可以窥见该市素质教育的底
蕴和坚守！

30 年前，一场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在这
里风生水起。 1996 年，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亲临
汨罗考察素质教育，“汨罗经验”享誉全国，全国迅
速兴起了“汨罗经验”学习热和“汨罗现象”研究热。

2006 年，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考察汨罗素质教
育，指示“要继续总结推广汨罗经验”。

2011 年， 在我省教育强省建设会议上， 汨罗经验再次得到国家教育
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

一万多天过去，回头看，汨罗的教育天天都在春天里！

党政重教似乎都在说 ， 但汨罗的党
委、政府是如何“偏爱”教育的呢？ 是如何
让汨罗素质教育这朵奇葩拥有一片肥沃
的土壤的呢？

拿汨罗教育人的话来说， 很简单，就
是“三个制度、两个保障、一项工程”，而且
一坚持就是 30 余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领导如何更换，雷打不动。

他们满怀深情地说：党政议教制度让
我们可以诉“衷肠”，谈“苦恼”。 在每年的
常委议教会议上， 无论教育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能解决的解决；
暂时不能解决的，一定会拿出规划，分期
解决。 汨罗市委、市政府就是用这样一种
铁的原则为教育发展保驾护航的。 市教育
局负责人说起议教会，都会很自信：“在市
委议教会上， 只要是关于教育的问题，我
们真正是无话不说，无话不敢说！ ”他们笑
着说：“真是把市委、 市政府当成自己的

‘娘家’。 干部联系学校制度让我们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关心， 市四大家主要负责同
志，都有自己的教育联系点，他们经常会
到学校看一看，走一走，都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 ”学校负责
人说：“我们总感受到，确实是有困难可以
找，有处找，一找就会引起重视。 ”

在汨罗，市委书记联系市一中 、市长
联系市二中，已成为惯例。 汨罗市政府教
育督导室的同志介绍说：由于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汨罗市乡镇党政教育工
作目标管理方案》将各乡镇场年度教育督
导工作与市级三个文明建设评比挂钩，与
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晋职晋级挂钩。 对
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已成为每个乡镇党委
政府的大事、要事、必须要办好的事。

在教育投入力度上，汨罗始终坚持做
到热情不减。2011 年湖南教育强省会议通
报：该市 2011 年较 2010 年预算内教育经

费支出增长率达 73.8%，居全省第二。它再
次证明汨罗作为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县
级市，在教育的投入上毫不含糊，毫不滞
后，办了真事，办了好事，办了利国利民的
大事。

说起汨罗“名师工程”有哪些特别之
处呢？ 那就是每次必大张旗鼓地办；每次
市委书记和市长必定亲临；每次评比必颁
大奖。 2011 年 9 月 9 日，汨罗市委书记白
维国、 市长周金龙双双亮相汨罗市第 26
个教师节大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响
亮地提出了———“全力唱响素质教育品
牌，努力建设教育强市”的教育发展战略，
再次坚定了一定要把“素质教育”这张品
牌做大做强的决心。

1999 年，汨罗市委、市政府颁发决定，
开始实施“名师工程”。 目前，该市已评选表
彰市级“名师”5 届，表彰总人数 427 人，共
奖励 128.65 万元。汨罗教师由过去的“臭老
九” 变成了今天受人崇尚的职业， 腰杆直
了，精神足了，工作也更卖力了！

汨罗教育人说起这里， 总是无比自
豪： 该市始终坚持让懂教育的人来管教
育，让“教育家办教育”，让教育的管理更
加“内行”，更加“里手”。 这，已成一项弥
足珍贵的传统！

从黄泽南 1984 年担任汨罗市教育
局局长，到继任者仇再芳、何中良，一直
到现任局长刘吉伟， 都是有着丰富教育
教学经验和理论水平的行家里手， 都是
从教育系统内部产生的。

自然， 提及素质教育， 不能不提汨
罗；提及汨罗教育，不能不提黄泽南。 汨
罗教育界都将黄泽南亲切称作 “黄爹”。
这个从巍巍大山中走出的慈利汉子，来

到“蓝墨水的上游”，作为素质教育的“先
行者”，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将自己的青
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无私奉献给了汨罗
教育事业，他创造的“汨罗经验”，得到国
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的高度肯定。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继任局
长仇再芳、 何中良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
素质教育的接力棒， 唱响了不断深化素
质教育的壮歌。 每一任教育局长对素质
教育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从 “四个面
向”到“六个和谐”，汨罗教育人既做好了
继承，更做好了创新。现任局长刘吉伟提
出了“创办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教育”的教
育理念， 更是对深化素质教育的一种全

新思索， 让汨罗教育再次以一种全新的
姿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汨罗素
质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的同时， 是不是教学质量的提
高就会成为一个瓶颈呢？ 翻开汨罗市每
年的高考教学质量评价册就会发现，我
们的顾虑是多余的。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佩服 ，汨罗
素质教育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用他们
自己的话说就是：素质教育不仅不会影
响教学质量，反而会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

汨罗江畔，屈子行吟，或许是屈子精神的
浸染，或许是任弼时“骆驼精神”的感化，这一
条被誉为“蓝墨水上游”的河流给予汨罗教师
许多求索的勇气和乐于奉献的情怀。

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
教育。 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推行，必须有一支
思想过得硬、业务学得精的教师队伍。 带着这
样的思考，我们走近了汨罗教师，可是，我们没
有看到 “惊喜”， 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平凡的执
著、一种坚守、一种担当。

杨春从 1991 年调入汨罗一中起， 一直担
任班主任工作，从事教学工作 30 年，在教育园
地不知疲倦地耕耘，被同事戏称是汨罗一中的
“老黄牛”。从走上三尺讲台面对那一双双求知
若渴的眼神的时候，杨春就知道，要给学生一

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此后，无数个日日夜
夜，杨春扑在电脑面前，学习新课改理论，学习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终于熟练地掌握多媒体技
术的运用。 为了做一个学生喜爱的老师，为了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杨春抽出时间了解学生喜
爱的 NBA、QQ 游戏、网络小说 ，帮助他们辨
别是非，分清良莠。多年来，她任教的班级一直
被学校评为优秀集体，所教的语文在教学质量
评价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当高中班主任是个“苦差事”，但杨春总是
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其实这头苦心耕耘的牛，
也有疲惫不堪的时候。 2006 年，儿子考上公费
研究生，要出国深造，不幸的是，她父亲被查出
胃癌，她的丈夫也躺在湘雅医院的病床上等待
手术； 而此时的她是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老师、

高三班主任兼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面对家庭
和事业的双重压力，刚开始她将天平倾向了家
庭， 但她发现自己放心不下那份沉甸甸的责
任，怕影响到孩子们升学的前途，她最终选择
了坚守岗位， 一个人度过了这一段最忙碌、最
紧张也最揪心的日子。有一个女生高考后填报
的第一个志愿就是中文系，她希望将来可以做
一个像杨老师那样的好老师！

在汨罗，有一片被称作 “汨罗西藏 ”的热
土———八景，这里风光秀丽，民风淳朴。当我们
走近陈清香，发现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农村女教师，山里的艰苦已在她的身上留下
太多岁月的痕迹。这样一个普通的女老师在这
片土地上，一干就是 30 年，而且 30 年来年年
都担任班主任。 由于交通不方便，学生回家的

交通工具就是机帆船， 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
八景学校每周放假的时候， 都要安排教师跟
船 ，陈清香就是护船老师 ，几十年来，风雨无
阻，被学生们称作“船夫老师”。陈清香说，每次
放假的时候， 和学生一起荡舟于碧波之上，徜
徉于山水之间，看着大山孩子们那一张张独特
的笑脸，听着孩子们爽朗的笑声，你的心灵就
会得到净化， 你就会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满
足。 每次回校上课的时候，陈清香的讲台上总
会堆满孩子们从山上采摘的板栗、 猕猴桃、橘
子。陈老师说，也许是大山的滋养，山里的孩子
特淳朴，特别懂得感恩。 从教 30 多年来，陈清
香所任教的班级教学质量多次居全市第一，先
后被省政府授予“三等功”称号，多次被评为岳
阳市优秀教师。

教育局局长刘吉伟介绍说，像陈清香这样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山区的老师太多太多了，也
正是他们的坚守， 换来了汨罗教育的均衡发
展，让实现“汨罗无弱校”这一目标的步子迈得
更加沉稳、更加有力！

自汨罗推行素质教育以来，大家谈论得最
多的就是汨罗教育的两大法宝———“目标管
理”和“教育质量评价”。 是这两大法宝撑起了
汨罗教育不老的春天。 这些年来，它们是否依
然在发挥着作用？ 刚性化的管理是否有了一
些改良和创新？

汨罗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的同志对此事最
有发言权，他们的回答透着自豪：“我市对乡镇
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责年度督导评估坚持了
近 30 年，每年一次的目标管理总结表彰会，雷
打不动。 ”他们说的是坚持。 督学们谈到了“三
个明显提高”：“接待”规格明显提高了，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都一同接待，过去，
有的乡镇只有管教育的同志接待；干部素质明
显提高了，关于发展教育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讲
“一箩筐”；发展教育的业绩明显提高了，在以
县为主的体制下，乡镇财政教育的投入反而比
“三二二” 体制下还增加了，2011 年有的乡镇
投入近千万元。

督政有实效， 督学有没有实招呢？ 2009
年，湖南在全国率先将督学责任区制度在全省
范围内铺开后，汨罗立即出台了《汨罗市督学
责任区制度实施方案（试行）》，根据区域和学
校分布特点， 将全市划分为 5 个督学责任区，

聘请 5 人担任市级督学，分别负责各责任区的
督学工作；今年，又准备通过层层推荐的形式，
在全市干部教师中公开选聘一批市级督学。

督学责任区这个新鲜事物，汨罗人能迅速
接受并融入本土特色， 对于坚持了近 30 年的
目标管理和教育质量评价， 他们自然不会含
糊。 在督导室， 我们看到了厚厚的一叠《2012
年目标管理修订意见》。督导室的同志说，今年
共收到 24 个单位 98 条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
在目标管理方案的目标设置、评分标准、考评
工作和奖惩工作等 4 个方面。凝视着这一叠纸
张， 想象着如果把 30 年的堆积在一起该多么

壮观， 每年从年初下发收集征订意见的通知、
召开座谈会、整理意见、下发通报，到最终确定
当年的目标管理评价方案，该是一个多么纷繁
复杂的过程。 正是靠着这一场场接力，汨罗的
目标管理才会日趋科学完善，更加接近教育的
本真。

一项制度坚持了那么多年，汨罗教育人会
不会“审美疲劳”？翻开每年素质教育目标管理
总结表彰大会和教育质量评价总结表彰大会
的资料和照片，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
的。会场庄严肃穆，资料齐全严谨，程序有条不
紊，最关键的是，在全体干部教师心中，它始终
是汨罗教育界的“诺贝尔奖”，无比神圣而有约
束力；就像一面标杆，指引着汨罗教育发展的
方向。

———几任公仆高擎一杆旗

———四位专家同唱一首歌

———五千“骆驼”扛住一座山

———两大法宝撑起一片天

�第一乐章 � � �重 教

汨罗市举办第六届科技创新节

汨罗市市长周金龙(左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
部长陈岭华（右一）等在市二中考点检查。 摄影 任胜

汨罗市教育局局长刘吉伟在罗城学校听课

（标题书法/徐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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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黄文灿

�第二乐章 � � �兴 教

�第三乐章 � � �乐 教

�第四乐章 � � �强 教

�第
五
乐
章

��爱
教

摄影 黄文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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