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盖塘中学。

（本版图片由郴州市教育局提供）

“天下第十八福地，文人毓秀之所。 ”山
川秀丽甲湖南的郴州历史悠久，神秘厚重。
2000 多年的文化积淀，孕育的不仅仅是林
中之邑的典雅灵秀，还有教育的熠熠生辉。

英才需教育，乐以教育为民先。 党的十
八大以来，郴州市大展“兴教育，育英才”之
旗帜，围绕教育强市战略，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以共享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提
高质量为根本要求， 以优化服务为根本导
向，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推进
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 奋力书写让人民满
意、让人人出彩的教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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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教育篇 ·

走进郴州市九完小，教室内，悬挂着雪
白的电脑白板，老师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这些

“新黑板”。 教室里少了以往粉笔摩擦黑板的
吱吱声，换成了现代信息化所带来的身临其
境的亲切感，随点随停，活灵活现。

成功申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建设试点
区域的郴州市，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
化，致力于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打造高效课
堂。 11 个县市区被评为“湖南省现代教育技
术实验县”。

让城里乡下的孩子都一样享受优质的
教育资源，一直都是郴州市发展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桂东县、北湖区被国家
教育部评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
北湖区、桂东县、苏仙区、桂阳县在省第三轮

“两项督导评估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被
认定为湖南省教育强县合格县。

为让人人都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确保
没有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郴州
市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覆盖的学生资
助体系，惠及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所
有孩子； 推进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工作，目

前郴州市中心城区、临武县、资兴市、桂阳县
已经落实高中学校免学杂费，其他县市区对
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免除学杂费； 对桂东、
汝城、安仁、宜章 4 个罗霄山区域经当地扶
贫办认定的建档立卡农村家庭子女， 实行

“拎包入学”， 让其免费就读郴州技师学院、
郴州市综合职业中专，并给予生活费和学杂
费补贴。

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离不开良
好的校园风气。 郴州市狠抓考试安全和考风
考纪，每年均完成了 12 次 11 万人次参加的
国考和中考任务，考试公平得到彰显。 不断
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建设，推进了平安县
市、平安校园创建工作，有 7 个县市区创办
为湖南省平安校园先进县市区， 有 56 所学
校创建省级安全文明校园，促进了教育系统
安全稳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站在
新的起点上，郴州市早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全力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打造
教育强市，打造让人民更满意、令人民更骄傲
的教育，助力郴州经济社会发展腾飞。

□ 柏 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是百姓
最关心、最看重的事，关乎经济社会发
展，关系民族未来。在郴州，教育被摆在
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强市成为
一以贯之的发展战略，“发展先发展教
育、建设先建设学校”的理念早已深入
每个领导干部的心中。

“新学校占地面积 50 亩， 标准的

400 米塑胶跑道运动场， 如今许多在中
心城区上学的孩子都回到镇里读书了
……学校已经彻底告别 20 世纪 80 年
代狭窄、破旧的教室啦！ ”这是秋季开学
伊始， 我们走进郴州市的各乡镇中心小
学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反馈。

据了解， 针对“城区学校太挤”、而
“农村学校太弱”的现象，郴州市出台了

《郴州市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化解大班额
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推进教育扩容项
目。与此同时，郴州市还积极优化师资配
备，市政府办印发了《关于市直高中学校
招聘免费师范生和人才引进的实施办
法》、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
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通
过从教育系统调编、理顺教师招聘体制、
创新免费师范生引进机制等系列举措，
进一步优化了城区教师队伍结构， 为缓
解大班额问题提供了师资保障。

如今， 郴州市学校一派和谐景象：
各乡镇学校，崭新的校园环境、优质的
教学资源已与中心城区相差甚微；中心
城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平均班额控
制在了标准人数以内，择校热现象得以
极大缓解。

9 月 6 日下午， 郴州市隆重集会，庆
祝第 33 个教师节暨教育突出贡献奖表
彰大会，表彰了 30 名获得教育突出贡献
奖的优秀教师，每人重奖 10 万元。

为鼓励广大教职工为教育事业作贡
献，从 2015 年起，郴州市委、市政府建立
了教育突出贡献奖评选表彰机制， 现已
评选表彰 71 名教育突出贡献奖和教育
扶贫突出贡献奖。 除此之外，市财政还安
排专项资金，每年表彰优秀乡村教师、最
美教师，对在农村工作满 30 年以上的乡

村教师进行奖励， 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
尊师重教氛围。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没有良好的师
资队伍，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犹如镜中
花、水中月。 郴州市深谙此理，积极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
育发展， 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号召，不断
加大新进教师充实力度。

“教师要成为学生做人的镜子，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
学生敬仰，以模范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
榜样，把真善美的种子不断播撒到学生心
中。 ”郴州市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教师队
伍建设首位， 大力加强教师心灵建设，严
格实行师德师风考评“一票否决”制，引导
教师认真教书育人，涌现了黄长久、谭建
平、谭兰霞等一大批优秀教师典型。

农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一直是
老大难问题。 郴州市大力改善乡村教师
待遇， 实施了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政策， 建立了乡镇以下学校教师交通
补贴政策，建设农村教师周转房，着力改
善农村教师工作条件， 引导乡村教师扎
根农村毕生从教。

2017 年高考，郴州市捷报频传：本科一
批上线率达 10.11%、 本科二批上线率达
30.60%， 与 2012 年高考相比， 分别提高了
1.18%、4.39%。 2017 年初中学业水平总分优
秀人数 9561 人，优秀率为 15.02%；高中学考
一次性合格率 88.7%，在全省综合排名第五。

与此同时，郴州创建 83 所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临武县创建为全国校园足球试点
县；学科竞赛更是取得新突破：在全国奥赛中
获金牌 3 枚， 全国作文创新大赛荣获一等奖
以上 3 名， 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大赛中获
奖 3 项，在全国体育比赛中获金牌 5 枚。

这些数据的背后， 是郴州市对教育质量
的重视。 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办人
民满意教育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郴州市先后召开了 10 多次研讨
会、推进会、表彰会，认真分析研讨教育工作，
以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在全市上下得以
强化。 在采访中，我们对郴州人民的羡慕之心

油然而生。 在这里，学生得以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学生成长规律得以充分遵循。

在这里，无论你处于哪个阶段，都可以享
受到不同类别的教育。 因为，全民终身教育体
系早已建立：全面实施学前教育第二阶段三年
行动计划， 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 安仁、资
兴、嘉禾、桂东评为全省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县市区，郴州市被确定为《3-6 岁儿童
学习发展指南》省级实验区；科学规划普通高
中阶段学校布局，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全面提升，2017 年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0%； 高度重视民办教
育发展， 把民办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补充；积
极发展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

成绩远不止这些。 郴州市教育局局长庹
登军告诉我们， 郴州市连续 4 年被评为教育
综合考核优秀单位， 全省教育督导、 勤工俭
学、语言文字、教育工会、在线课堂等现场会
在郴州市召开，全面推介了郴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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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全市各级财
政投入教育经费 361.59 亿元；推进中心城
区化解大班额行动计划， 投入经费 11.05
亿元，完成学校建设项目 21 个，新增学位
34790 个； 每年资助学生 15 万人以上，资
助金额达 3 亿元以上；设立教育突出贡献
奖，每年拿出 600 万，每人奖励 10 万元，校
长所在学校配套奖励 100 万元。

● 加 大 新 进
教师充实力度。 共
充 实 中 小 学 教 师
19694 人，其中招聘
学 科 教 师 12353
人， 实施特岗教师
计划 3426 人 ，培养
农 村 免 费 师 范 生
3915 人， 培训在职
教师 101427 人次 ，
每 年 培 训 面 均 在
40%以上。

● 注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创建义
务教育合格学校 1269 所， 建设农村教师
周转房 8192 套， 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工程 2380 个。

临武一中军训开启新生“第一课”。

郴州市二中参加 2017WRO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再传捷报。

四十二完小。福城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