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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宏 张明子 王晴

新一中，“高端大气！
配置堪比高等院校；规模
大！ 可容纳 5000 名学生
学习和寄宿”。 “新建的中
小学都有上千平方米的
多功能报告厅”、“学校成
该市最美的建筑”……

自 2013 年以来，临
湘市谋划展开了一场长
达 4 年的城乡教育布局
大调整，这个年财政收入
不过 7 亿元的湘鄂边界
县，投资 6 亿元让全市 6
所中小学校升级换代。

如今，这场行动还没
有结束！ 心气儿很高，有
战略意识的临湘人
正在用教育作 “支
点 ”， 撬动城市发
展， 撬动全市经济
发展，为“精彩北大
门、品质新临湘”战
略目标的实现 ，开
展一场史诗性的变
革。

“最美”
———临湘市城乡教育布局调整纪实

在四年的教育布局调整
过程中， 临湘人不仅熟悉和
懂得争取政策和各方资源支
持， 而且熟悉于资本市场运
作，非常熟稔于节约办事，降
低成本和风险的管理理念。

如果融资办教育， 而后
只简单的借款， 将债务推给
财政的做法，那叫“花钱办教
育”；而临湘在建设中开启经
营思路，开启“赚钱养教育”
新思路。

这种“赚钱养教育”的模
式，在新一中规划设计中，体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非常亮
眼：地下新建了 800 个停车
位， 其中 500 个面向社会，
常年收费金额不小。 而校园
内将见不到机动车辆， 有利
于校园安全； 征拆后的还建
区有 16亩土地，在合法容积
率内可建设 6万平方米的房
子， 回迁户面积只需 1.6 万
平方米。 教建投将安置房的
地下 4 层楼全部建成商铺，
安置房又变成了学区房，人
流、物流齐备。 据介绍，仅此
一项，收益过亿元。

新一中的田径场建设也创造了一
个商业奇迹。 本来，田径场下面半截子
悬空，要填埋，而教建投通过重新规划
设计， 下面形成了 100 多米的门面岸
线，再创千万元利润。

在一中的建设上，教建投争取 5694
万元的项目建设资金，1700 万元棚改
补贴资金， 国家体育总局补贴 800 万
元，田径场补贴 360 万元。 这些争取来
的资金全都姓“教育”，全部投入到教育
建设中去。

熟悉政策、钻研政策，懂得经营，为
临湘的教育建设蓄积了更大的能量。

临湘人经营教育，虽然会“赚”钱，
但并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新一中规划设
计概算为 4.2亿元， 最终结算不会超过
3亿元！ 3亿元包括该校新建 12.5 万平
方米的建筑、现代化的设备设施，用参
天大树构造的校园绿化美化，以及超高
难度的土石方施工等，临湘人的精明一
时被业界认定为奇迹。

在物资采购上， 业内人士粗略估
计，起码省了几千万元。 笔者进入新改
扩建的临湘三中，仔细摸了厚实的橡木
面的课桌，不锈钢的餐桌，看了办公室
的铁门， 仔细查看了触摸式的“云黑
板”，发觉质量非常好，档次非常高。

教建投的干部介绍，该公司对供应
商的基本要求是“质量要求最高，价格
要求最低”。 例如 1.2×4 米的云黑板竟
然只要 600 元一张。 据了解，此次所有
建设采用的管线、瓷砖、门窗、设施设
备，要求都必须是上市公司的产品。

中国儒家历来强调耕读， 有重农、
重文的传统，而重文轻商历来深藏于文
人的骨子之中。 而临湘教育建设发展，
将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启示：即教育之
本除了科学的教学理念，还应发挥出强
大的教育经营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
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
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
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教体新城之举，无疑是贯彻
践行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精神，临湘市委
牢记初心， 切实担当起教育强市的使
命。

据悉，近年来，临湘市委不仅注重
硬件建设， 对师资也加大了引进力度，
每年的招教人数从以前的每年 30 人，
上升到了现在的每年 150人。

从硬实力上讲，临湘的教育已圆满
完成普通的布局调整，开启了更高起点
的教体新城新阶段， 而从软实力上讲，
临湘教育从加强师资、加强教学秩序管
理的普通层次，上升到全新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经营理念的探索阶段。

再次为临湘的教育建设点赞！

4 年前， 大班额一直
是临湘教育的伤痛， 随着
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
随亲就读儿童的增加，大
班额现象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严重！

临湘市第六中学共有
学生 2800 余人， 平均每
班 75人；临湘市第一完全
小学共有学生 3200 人，
平均每班 72人，其中五六
年级部分班级高达 90
人！ 创办于 1927 年的临
湘市第一中学是老校园，
校园狭窄， 教学区、 运动
区、 生活区杂乱地挤在一
起，学校发展空间小。

一中发展受限！ 六中
发展受限！一小发展受限！
临湘教育布局调整势在必
行！

4 年前的春节后召开
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
上， 教育布局调整成为常
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主要
调研课题。

这是该市首次把教育摆在关乎全
市前途和发展的高度优先布局！务虚会
很快变成了实际行动———市委、市政府
研究成立了“临湘市教育布局调整工作
领导小组”，由该市一位主要领导牵头，
全盘筹划布局调整工作。一场牵动千家
万户的教育建设大会战全面启动！

与此同时，临湘市委、市政府领导
带领相关部门多次开展调研， 市人大、
政协也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
到调研行动之中，群策群智，形成全市
布局调整方案。即：整体搬迁市一中、儒
溪中学，新建市五完小、六完小，将五里
中学、白云中学、城南中学升级改造为
临湘四中、临湘三中、临湘八中，原市一
中校址作为临湘六中校园，一完小搬至
临湘六中。同时，对三完小、七中进行扩
容改造。 这样，该市城区将分别有高标
准的小学六所、初中六所，高中三所（含
职业中专一所）， 既可极大地满足进城
务工子女就读需要，也可完全解决该市
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

这是一条“田忌赛马”式的工作方
法———让教学设施集体“腾笼换鸟”，基
本思路是：高中校园让给初中，初中让
给小学，同时，改建、扩建三中、八中，新
建一中等一批全新的标准化学校。

同年，临湘市教育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下文简称“教建投”）成立。教建投果
然不负临湘市委、市政府的厚望———在
第一次“试水”，即为解决地处桃林镇的
临湘二中的教师住房紧张问题上，该公
司充分利用资源，积极盘活土地，开启
公租房项目，不仅获得公租房补贴降低
教师住房成本，而且将公租房的一二楼
建设成商业铺面获得更大收益。经临湘
市国资委公开招租， 获得 20 年的租金
共 1370万元。 不仅解决了教师的住房
难，还为该校化解积年欠债 800万元。

4 年过去了，如今，公租房仍然是
桃林镇街上最好的建筑，市场繁荣商家
乐，教师安居不思迁。

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他的
努力和拼搏。 一个城市的辉煌，肯定也
离不开执政者的决策智慧。临湘市委让
教育建设与教学管理分开，由政府负责
投入，让各个学校专心教学。 市二中不
仅很快成为标准化学校， 体育特色学
校，而且，近两年的高考，连续有学生夺
得全市理科第一名、 第二名的好成绩，
每年都有优秀学生被清华、北大等名校
录取。

2016年临湘市委换届， 临湘并没有因为领
导的人事变动而对优先教育的决策理念有丝毫
改变，而是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 新一中
的建设在是年年底的“两会” 上形成了政协提
案，成为了人大决议，也成为接下来的时间内，
临湘市政府年年推进的重点工作。

新任市委书记李美云在新一中的规划、设
计上直接把关，广泛听取多方意见。 2016 年 11
月 20 日新一中开工典礼后， 李美云召集所涉
村、社区、乡镇的党委书记开会部署拆迁工作，
强力开启“冬季攻势”。 11月 30 日上午，李美云
再次来到施工现场， 对新一中地段上 7、8 个工
厂，50栋民居的征拆工作进行督导，为春节期间
的征拆工作再加力。

今年秋季喜气开学的临湘市六完小在今年
3月份，当时工地还没有动土，临湘市委副书记、
市长魏淑平调研获知情况后， 迅速召开会议加
速推进，部署 8 栋房屋的拆迁工作，部署进校路
芙蓉中路的建设等， 并 3 次来工地督办进度和
质量。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把关，让六
完小创造了在 5 个月工期内竣工验收并投入使
用的奇迹。

教建投董事长曹道仁介绍， 临湘市委对优
先发展教育空前重视！ 3年来，书记、市长主持召
开大大小小议教会“上百个”，无论是规划设计
还是工程量的变更、布局，都有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的亲自参与并决策。 既保证了加快建设
的程序到位，也保证了决策程序的不出问题。 临
湘市教育局有据可查的是： 该局专门为教育布
局调整印发了 8个相应的“会议纪要”。

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临湘市委顶层设计，

把财政上应该给教育的资金一分不留， 全部拨
付给教建投充作运营资本。 该市明文规定，全市
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 10%，教育费附加、城建配
套费的 15%都成了教建投的稳定资金来源。

像这样， 每年财政按政策拨付的教育基金
有三四千万元。 临湘市教育局拨付一完小、教育
印刷厂等单位闲置下来的 30 亩土地给教建投
作资产，很快抵押 4000 万元短期贷款充作该公
司的启动资金。

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教建投积
极到金融部门对接建设资金， 用稳定的财政收
入来源资金作质押，先后获得建行 9500 万元 8

年期贷款，农发行 3.1亿元 18年期贷款。
贷款周期长，利率低（5.15%—5.8%），临湘

人巧用财政专项基金作杠杆。用较小的代价和风
险，换来了教育的大投入。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该市发改、财政、
国土、建设、规划、公安、环保、质监等部门也立
即行动， 按照各自职责最大限度地为布局调整
工程建设开辟“绿色通道”。 据粗略估算，仅行政
事业性收费一项，各部门就减少收费近 6000 万
元。

过去以来，当地学校建设都是由教育局独自
负责，或者各个学校想破脑壳筹资，既给学校带
来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也只能搞一些简单的修
修补补，办不成大事。而现在临湘市举全市之力，
让教育建设的力量达到最大化。

2013年 10月，临湘第五完全小学新校建设
破土动工；2014年 5月，儒溪中学整体搬迁工程
奠基；2015年 10月， 临湘一中整体搬迁工程奠
基；2016年 5月，临湘市第六完全小学新建工程
奠基。

临湘教育布局四年大会战， 各战役依次摆
开———

临湘市第五完全小学作为临湘教育布局调
整的开篇之作，2014年 9月投入使用，该校可容

纳 2500 名学生就读，成为临湘标准最高的现代
化示范性小学；儒溪中学 2015 年 8 月份全面竣
工———当一个个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随亲就
读，孩子们脸上笑靥如花；临湘市第六完全小学
于今年 8 月份全面竣工，9 月 1 日面向片区招
生，在这个城中村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百姓终于享
受到全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2016年 8月， 第八中学改扩建工程全面完
成！ 2017年 8月，第三中学改扩建工程全面完成！

如今， 新一中建设如期竣工。 能容纳 3000
学生就读、寄宿，教室电教设备完善、住宿供暖供
热系统先进、教师公租房成规模。 现代化的新一
中成为该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随着一批优质学校的迅速建成，困扰该市多
年的大班额现象迅速化解。

临湘新一中的竣工标志着临湘教育四年的
大布局、大调整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临湘
市委、 市政府向 53万父老乡亲提交了一份漂亮
的答卷，为“精彩北大门、品质新临湘”建设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聪明的临湘人发现，一个地方的发展引擎最
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好学校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外
来投资，而且能加速带动城市建设发展，同时，为
临湘的千秋万代发展蓄积了巨大的能量。

目前， 临湘的又一教育大动作再次让人眼前
一亮———教体新城建设项目又紧锣密鼓地启动。

该项目位于临湘市城区临湘大道南侧，总用

地面积 1287�亩，其中示范新校约 998.01 亩，教
育配套用地 158.72 亩， 体育公园用地面积
131.24亩； 项目总建筑面积 613831.26平方米，
其中新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高、特教共
六个单体，图书馆、体育馆共建共用，体育公园建
筑面积 36047.26平方米， 居民综合服务区建筑
面积 252124.00平方米；新增学位 14100个。

为什么要建教体新城？在一次临湘市委常委
会的会议研究表明：一、根据近 5 年的出生人口
统计，临湘城区学籍人数逐年增长的速度是前 5
年的两倍;二、城乡教育不均衡，以前办教育，农
村是大头，而现在城市教育是大头；三、国务院、
省政府要求，到 2020 年，大班额化解后，学校必
须进入标准化学校阶段。 所以，前 4 年的教育布
局调整是还历史欠账，教体新城是为城区拓展的
先行配套，为临湘发展的品位提升和未雨绸缪。

目前，教体新城经省教育厅批准同意进入财
政部 3p项目库。教体新城集合优质教育资源，倡
导公办民助、集团合作办学。不仅是现代化教育，
还是集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居民综合服务于一
体的现代教育体育综合体。

这里不仅有完备的幼教、小学、初高中体系，
而且对职业高中进行了整合。 全市的职业培训、
劳动培训都具备了进入实训条件；并将率先全市
首次在县城开办高中国际班，弥补岳阳教育的短
板。 开高中国际教育之先河。

临湘市是“1+4+2”大岳阳城市圈建设的重
要板块， 教体新城无疑开启了临湘教育的新时
代，它对快速对接岳阳，对产业发展、就业创业、
城市扩容的作用不可低估。

阿基米德曾豪迈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
撬动整个地球”。临湘人把教育做“支点”，将会给
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全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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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让教育建设力度最大化

四年鏖战 临湘教育“脱胎换骨”

教育成“支点” 撬动城市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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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的临湘市儒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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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弘的临
湘市第一中学

焕然一新的临湘市第六完全小学 （本版图片均由冯军勇 乔雁城提供）

临湘五完小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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