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家忧乐尽关心
———岳阳市教育系统实施“阳光工程”纪实

亚平 卫和

阳光象征着公平正义；阳光代表着温暖
赤诚；阳光洋溢着生机活力。

近年来，岳阳市教育系统坚守“先忧后
乐”的民本意识和家国情怀，大手笔实施“阳
光工程”，让教育的阳光洒满巴陵大地，奠定
了社会公平的基石， 得到了上级的肯定，赢
得了百姓的点赞。 岳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这样评价道：“教育系统的‘阳光工程’为
政风行风带来了一股清风。 ”

有问必答，有疑必解，有诉必查，
岳阳市教育系统通过构建广覆盖、全
方位的教育阳光服务平台，极大畅通
了群众对教育的诉求渠道，教育行风
不断优化。

2014 年， 岳阳市将教育阳光服
务平台建设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
大举措和年度重点工作强力推进。 目
前， 全市共建设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站、点)372 个，市、县两级设置了教育
阳光服务窗口和网上办事大厅，建立
了学校、社会、学生、教师 4 个办事通
道，全市“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
级”联动服务网络基本成型。

在阳光服务中心(站、点)的服务
窗口，配备专人，履行办事指南、政策
咨询、举报受理、舆情回应、信息公布
等职能。 一般事项直接发工单，重要
事项领导领办；当日事，当日毕；一时
难办的，预约时间；行政干部分期分
批到中心值班接访，领导定期到中心
约访。 同时，按照“应进必进”的原则，
在阳光服务大厅设立阶段性政务办
事窗口，如招生考试、民办学校办证、
教师资格认定、教师招聘等。 这种“人
不上楼、事不出门”的服务模式，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

更为神奇的是，在阳光服务中心
(站、点)，还设立了网上服务平台。 该
平台与市政府 12345 热线、市长信箱
等平台链接， 并充分借助微信群、政
务微博等信息化媒介，为社会公众提
供“24 小时不下班”的优质在线服务。

群众需要申办、咨询和投诉的，“足不
出户”，网上办理，一键成功。

东方红小学是岳阳市区规模较
大的小学。 该校阳光服务站工作日全
天候开放，配备专业人员负责日常工
作，服务站设立了接访登记处、教育
书籍阅读区、 触摸式多媒体访问中
心、 家长培训学校和家长接访室。
2015 年， 该校开展家庭教育开放活
动，参与家长 896 人次，满意度 96%。
家长对学校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可提
前预约，每周一次安排到接访室与值
班行政人员或教师进行面谈、 沟通。
该校阳光服务站已成为家校沟通互
动的“连心桥”、提升家长素质的“加
油站”、增进社会和谐的“稳压器”。

从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11
月，岳阳市教育阳光服务中心共受理
咨询求助、 投诉举报等服务事项
11082 件，办结率 99.6％，群众满意
率 98％。 优质高效的服务，有效化解
了民众对教育的误解、误读与误会。

岳阳市通过实施“教育阳光工
程”，把民生情怀化作甘甜的雨露，浇
灌到每一名儿童的心田，倾注到每一
个工作细节之中，体现了新时期的教
育理念， 教育事业也因此保持了持
续、快速发展的好势头。 连续两年，岳
阳市教育体育局被省教育厅评为全
省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综合评估
考核优秀等次；连续 3 年，被岳阳市
委、市政府评为全市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综合绩效考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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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关乎孩子的起点公平。哪个
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名校”呢？
往年，每到招生季节，家长总为孩子的
入学问题四处奔走。局长不能“开机”，
校长不能“开门”，招生人员不敢“回
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揽辔登车，一世澄清需满志；读
书观政，万家忧乐尽关心。 ”2012 年，
时任岳阳市政府市长、 现任市委书记
盛荣华调研后表示：“一定要实施阳光
招生，让孩子公平入学！ ”

这年暑期， 岳阳市教育局下大决
心治理、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出于稳妥
考虑， 他们首先在城区实施“阳光招
生”：义务教育学校划片招生，免试就
近入学；省级示范性高中招生采取“分
指标、控底线、奖优秀”的办法；一般普
通高中招生实行“双向选择、 择优录
取”； 职业高中招生按志愿录取入学。
在此基础上，严格控制班额，均衡编班
教学，均衡教师配置，严格学籍管理，
凡超计划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
就学问题，市教育局给予了重点考虑，
规定：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向相关学校
申请， 学校在容量许可的前提下安排
就读，确因容量不足时，由市教育局统
筹调剂安排。

招生期间，该市聘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家长代表和纪检干部担任监督员，彻
底杜绝暗箱操作。 当年，“阳光招生”取得显著
成效：11324 万名小学毕业生全部免试就近入
学；9265 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 普高录取
5576 人，无一人线下录取。

“阳光招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与认
可。 2014 年，岳阳市政府下发文件，在全市各
县（市）区全面实施“阳光招生”。 尽管压力
很大，但市、县、校三级联动，全部按章操作，
不搞“例外”，“阳光招生” 得到了有效实施。
2015 年，该市取消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阳
光招生’对促进整个教育均衡来说是个好事，
解决了过去农村学校、 薄弱学校的生源严重
缺失问题。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王德华说。 市
一中孙跃军老师感叹：“阳光招生是给学生一
堂最好的德育课，不找关系，不拼爹妈。 ”

“阳光招生”的实施，使公办学校真正实
现了“零择校”，更进一步体现了教育的公平。
黎芳是进城务工人员， 在朝阳小学附近开了
间小小美容店，她的孩子通过“阳光招生”顺
利进入朝阳小学。 黎芳说，多亏了阳光招生好
政策， 让我们这些务工人员的子女能够在身
边读书，这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与健康成长。

“阳光招生”还促
进了生源、 班额的均
衡。目前，全市小学、初
中平均班额分别为 39
人、49 人，普通高中平
均班额由 52 人下降为
48.9 人，省示范性高中
班额由 56 人下降至
50 人， 热门学校班额
由 70 人下降至 53 人。

“小时候，父母是我的伞，风风雨雨
中他们为我遮挡；后来，学校是我的船，
帮我乘风破浪驶向彼岸；然而，当风浪更
大、难以前行时，国家为我架设了一座坚
固的桥！ ”这是岳阳县学生许烨写下的感
恩的话语。许烨父亲因病去世后，欠下 20
多万元的债务。 是学生资助体系让他完
成了学业。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这是岳
阳教育人对广大市民的庄严承诺。 近年
来，岳阳市致力于从体制和机制上，建立
涵盖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资助体系。 许
烨是该市受益于资助体系的普通一员。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2015 年市教育
局、体育局合并）学生资助中心负责人介
绍，2013 年，该市启动实施学前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入园补助政策， 这标志着涵盖
幼儿教育、义务教育乃至普通高中、职业
高中、 高等学校各个阶段的助学体系全
面建成。“十二五”期间，岳阳市共发放学
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入园补助资金 5.7
万人次，金额 5700 万元；免除义务教育
学生学杂费 240 万人次， 金额 15 亿元；
免费提供教科书 240 万人次，金额 2.9 亿

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 22.5 万人次，金
额 2 亿元； 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10
万人次，金额 1.5 亿元；发放中职国家助
学金 7.5 万人次，金额 1.125 亿元；免学
费补助资金 10 万人次，金额 2.4 亿元。该
市还实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社会
资助新突破，每年，有近 5000 名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
的贷款，贷款金额近 4000 万元。

2013 年， 岳阳市当地首个助学基金

会成立，年届七旬的潘迪雄先生倾尽一生
积蓄成立了“湖南迪雄助学基金会”。 成
立大会上，向岳阳县教育基金会捐款 100
万元， 向同时考上岳阳县一中的三胞胎

“岳、阳、楼”和 328 名考取大学的贫困学
子资助 18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该
市各县（市）区、部门以及企业和个人共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 2.3 万人次，金
额达 2195 万元。 该市还全面启动了中央
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新计划，1744 名贫

困师生获得 729.6 万元资助。
一项项资助政策的密集出台，一笔笔

惠民资金的真情核拨，构筑了一条从学前
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无缝隙资助链，编制了
一张关注民生、顺应民意、促进发展的资
助网络，为广大贫困学子架起了迈向成功
通往幸福的金桥。 在岳阳市，没有一个孩
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全市小学辍学率
为 0，初中辍学率控制在 1%以内，3-5 岁
幼儿入园率达到 87.4%。

阳光助学��让贫困学生在爱心中成长

阳光行政��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

阳光服务�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

近几年来，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着力
实行阳光行政， 有效遏制了教育行业不
正之风， 最大限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教
育的关切和期待。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以“阳光议事”推
动公平决策。 制定了《局党组议事规则》
和《局务会议事规则》，凡涉及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
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一律经
局党组会议集体决议。“大事大家议”，这
在市教育体育局领导层面已成常态。
2015 年，为了推动市十四中置换搬迁到
湖南理工学院西院办学， 局党组前前后
后开了 8 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 去年 8
月份，该市还举行听证会，就市三中、五
中初高中部分离办学征求群众意见。 部
分听证代表认为市三中可行， 但市五中
条件还不成熟。局党组会议经过研究，采
纳了代表建议。 听证代表高兴地说：“市
教育体育局作出的决策， 充分尊重了民
意，我们很满意。 ”

“阳光赛马”推动公平用人。 2013 年
初， 岳阳市教育局机关在全市教育系统
率先示范，机关科长（主任）“全部起立”，
25 名干部竞争上岗。 2014 年，局机关再
次推动科长和副科长空缺岗位竞聘上
岗，1 名副科长晋级科长，13 名科员晋级
副科长，5 名科长轮岗。 同时，近几年招
聘 160 名教师，公选 6 名校长（园长），
评选 200 名市级以上名师或优秀教师，
从制订方案、报名、资格审核、竞聘演讲、
局党组决定到公示，最大的特点是公开，

最大的特色是公正。“阳光赛马”，
赛出的是公平，张扬的是活

力，彰显的是胸怀，提升
的是形象。 赵倩是一名

大学毕业生，老家在
外地，在岳阳举目无
亲。 2014 年，她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参

加了岳阳市公开招聘教师的活动， 经过
笔试、 面试， 很顺利地成为市二中的教
师。

职称评定直接关系教师切身利益，
老师们很是关注。如何确保公正公平？岳
阳市实行异地评委、异地评审、职数分数
双控、专家票决、纪检监督，并将初评结
果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近几年，
岳阳市教师职评风清气正。 很多老师对
此深有体会：“只要符合条件，业绩过硬，
就能顺利晋级。 ”

教育收费，是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岳阳市坚持先公示、后收费；不公示，不
收费。每到开学，该市统一制作收费公示
牌，在学校和幼儿园醒目位置公示，公示
的内容包括收费政策、收费标准、投诉举
报、查处结果等。 同时，学校向家长发放
收费“明白卡”。 市教育体育局建立了教
育收费信访举报及调查处理台账， 每季
度通报，制定了《教育收费重点监控实施
办法》，对举报较多的单位重点监控。 连
续几年，在全省教育收费举报通报中，岳
阳市是收费举报最少的市州之一。

为了管好用好教育资金， 岳阳市教
育体育局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如《市
直教育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市直
教育单位基本建设维修项目管理办法》，
对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使用、审计等
各个环节进行规范。 城区和一些县（市）
区推行“校财局管”模式。 市教育体育局
成立了教育资产管理中心、 教育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积极为教育事业发展筹集
资金。“十二五”期间，岳阳市共投入 10.9
亿元， 建设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 633
所，农村公办幼儿园 197 所，全市完小以
上的义务教育学校都已建成合格学校。

如今， 岳阳市大多数中小学已陆续
完成了校舍加固改造或者重建。“现在，
最美观、最安全的建筑是学校。 ”很多市
民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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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第十五中学 徐典波 摄

校园文艺演出。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慰问幼儿园小朋友。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在学校考察。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德华
（左一）在学校调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岳阳市教育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