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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兴教 谱写华丽诗篇
——— 新化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周 俊 段晓鸿 刘 明

2019 年 9 月 2 日， 是新化县各中小
学校秋季正式开学的日子。 这一天，全新
的上渡街道白沙洲学校迎来了 1400 多名
活泼可爱的学生。 看到整洁幽雅的校园、
宽敞标准的运动场、配备齐全的功能室，
一群新生家长满心欢喜地告诉笔者：“没
想到学校这么快就建好啦， 小孩再也不
用挤大班额了！ ”

在新化县中心城区， 今年与白沙洲
学校一同新建投入使用的还有芙蓉学
校、北塔学校，共投入资金达 4 亿多元 ，
新增学位近万个。 新化已经彻底告别了
城区 10 多年只新建了一所学校的历史。

“我校班额从 99 人降到 60 人左右，这
在两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上渡街道
铁牛小学校长谭小东深有感触。
超大班额的化解，仅仅是新化
县全力提升和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 扎实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有愚公移
山的决心，即使砸锅卖
铁， 也要让孩子们读
好书！ ”县委书记朱前
明在履职新化的第一次
全县大会上掷地有声 。
2016 年以来， 新化县把教
育发展摆在前所未有的高
度， 重点聚焦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以“让每个孩子脸上有笑容，让
每位教师成长有方向， 让每所学校发展有
特色”为目标，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全面升级教育设备，做到义务
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全民兴教加大投入
城乡学校换新颜

“湖南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 亿元，
长沙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捐赠 1800万元，新化县
健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赠 1500万元……”
这是 2018年新化县捐资兴教大会上，众多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倡议，踊
跃举牌捐资的场景。

据悉，会议召开以来，县内各县直单位对口
帮扶农村学校，已有 39 家单位到位对口帮扶资
金 688.5 万元； 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积极开展教
育“一日一元捐”活动，已到位捐助资金 718 万
元； 各乡镇广泛发动县内外爱心企业和个人回
报家乡、反哺社会，为教育捐钱捐物，已募集社
会捐助款物达 2.77亿元。 其中承诺捐款 1亿元
的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最后实际捐款达 1.7
亿元。

新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本级财力极其
薄弱。 2018 年，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不到 9 亿
元。 但县委副书记、县长左志锋认为，办好每
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
也是政府实施教育“第一民生”的落脚点，即使
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也要优先予以保障。以左志
锋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切实优化义教均衡
发展顶层设计， 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将
教育资源配置从各方面进行了具体策划和精
细分工。 2016 年以来，该县共召开 30 多次教
育专题会议，着力创新建设机制，全面实行“交
钥匙”工程，倾力拓展筹资渠道，在全省各县市
区中率先出台《住宅建设项目配套幼儿园中小
学建设管理办法》，组织开展捐资兴教活动，积
极破解城区大班额消除、 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教师招聘引进、项目建设和经费筹措等难题。

2016年以来， 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22.95亿
元，大力实施大班额化解、薄弱学校改造、教育技
术装备、校园提质改造、教师安居建设等五大工
程，新建学校 9所，改扩建学校 336所，启动薄改
项目 97个，建设标准化教学点 82 所，完成教师
周转房 1100套；“四改三化”、“白变黑”校园提质
改造全面加快，所有学校均实现了有线无线网络
全覆盖。 新化县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跨越发展的决议》 提出，从
2016年开始， 每年县级统筹投入教育基础设施
不少于 4亿元。实际上，近三年平均达到了 7.7亿
元。 在强劲的投入下，该县在年均新增学位需求
过万的情况下，三年新增学位 5.2万个，不仅将增
量完全消除， 而且平稳化解了 846个超大班额，
今年全县超大班额可以清零。 县教育局计财股负
责人陈韶松介绍，2016年以来，仅城区就在义务
教育方面统筹 10亿元，新建 3所学校，完成了上
渡中心小学、上梅二小、思源学校双语校区、新田
学校、铁牛小学、新化一中附属实验学校（教育局
原办公楼）改扩建等 11个化解大班额建设项目，
成功引进了投资 3.1亿元新建的湖南师大思沁实
验学校，并启动新商学校建设，不仅将超大班额
存量顺利消除，而且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
化的教育需求。

乡村学校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
书室、电脑室、美术室等一应俱全，做梦都没想
到我们大山里的学校能建得跟城里学校一样。 ”
该县田坪镇万龙小学校长刘爱林感慨地说。 目
前， 像万龙小学这样标准化的学校在新化各乡
镇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

“这几年，教育发展有什么需求，县委、县政
府就有什么样的支持，各学校建设有什么困难，
社会各界就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这也正是新化
教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新化县教
育局局长袁华新说。

特色教育精彩纷呈
百花齐放春满园

“天上给厢子快落来，落来做么给，穿恩给
新孩。 么给新，落花新，么给落，姑落，么给姑，
草屁姑……”在新化县桑梓镇坪底学校，毕伶
俐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演唱新化山歌《天上星子
快落来》。

“长拳挥动、连续侧踢、稳扎马步、合拳抱十
……” 这是新化琅塘镇苏溪湖实验小学全校学
生在课间操期间整齐施展梅山武术拳的场景。

走进金凤乡中心学校的书法室，学生们端
坐在书法室内，抬笔起笔，挥墨徐书，俊秀又坚
实的字体像是刻在宣纸上。“练习书法给我最
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的心静了下来。 ”该校六年
级学生刘诺捷腼腆地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在全县首家“孔子学堂”———油溪乡中
心学校，孩子们正和老师一起高声诵读国学经
典《大学》。

近年来，新化县以开展“四校联创”活动
（即创建养成教育示范校、教学常规示范校、课
堂教学改革示范校、校园文化示范学校）为抓
手，以“三育”（即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阅
读教育）“三进”（武术进校园、 新化山歌进校
园、书法进校园）特色活动为载体，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积极挖掘本地文化、历史、人文教育资
源，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书法名家、民
间艺人等走进校园， 全面推进国学经典进校
园、非遗国粹进校园、戏曲进校园、科普进校
园，积极开展阳光体育和各类文体活动，着力
打造“一校一品”办学特色。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让孩子全方面发展，
而非遗国粹进校园不仅仅代表着学生素质的
全面提升，更是对新化文化特质的传承。 ”新化
县教育局局长袁华新如是说。

据悉， 该县武术进校园普及人数已达到 5
万余人， 其中取得段位证人数达到 1 万余人，
并将梅山拳打造成为全国段位制拳种；新化原
创山歌《数鸡》、《土鸡崽》、《天上星子快落来》
作为校本课程在全县中小学推广；书法已全面
进入新化各中小学课堂，近年来中小学生在国
家级、 省级书法大赛中摘金获银上百人次；新
化思源实验学校被列入全国首批体育工作示
范学校； 上渡街道铁牛小学等 18 所学校入选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该县连续五年
荣获教育部关工委主题教育活动先进单位，多
次获评全国和湖南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2018
年获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优秀组织单位。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如
今的新化，始终坚持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全民
兴教热潮的激励下， 城乡学校正经历着蝶变，
“穷县也能办强教育”正在变成现实。

打破常规优化队伍
激活一池春水

“我是带着‘活化教育，适性扬才’的办学
理念和一群志同道合、甘于奉献的教育人投奔
到新化教育热土上的，我要为新化和星城长沙
架起一座教育交流的桥梁。 ”这是新聘任的新
化县“名校长工作室”首席名师、湖南师大附属
新化思沁实验学校校长陈克勤在 2019 年新化
县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作为“十佳
校长”代表深情发言。

近年来，新化大力实施“招才引智、素质
提升、正面激励”三大工程，筑巢引凤，打破常
规优化教师的举措， 全面激活师资队伍一池
春水。

名校长、名教师来了，优秀高校毕业生来
了，本土异地教师回来了！

2016 年以来，新化建立公开招考、公费培
养、特岗招聘、人才引进等长效机制，畅通异
地教师调入绿色通道， 全县共补充教师 3316
名。特别是 2019 年补充教师 1264 名，既是新
化历年之最， 也突破了省内县市区教师补充
的年度纪录。 为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新化
健全了国家、省、市、县、校五级培训体系，实
施教师专业发展“万千百十”工程，持续推进
“名师工程”，共建立名师工作室 15 个、名校
长工作室 1 个， 认定三届县级骨干教师 394
名，推荐评选省、市学科带头人 7 人，省、市骨
干教师 36 名。 为激励边远乡村教师安心从
教，新化在全面保障教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
和“五险一金”等待遇落实的基础上，持续实

施武陵山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人才津贴和乡
镇工作补贴， 从 2018 年起对金凤乡等 17 个
边远山区乡镇学校教师增加实施 300-500
元 / 月的艰苦边远山区人才津贴；职称评聘、
评优评先向农村学校倾斜。 近三年来县委、县
政府每年均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 所有在家
的县委常委全部出席，为优秀教师一一颁奖。
2019 年教师节期间，该县对全国模范教师陈
腊梅、全国优秀教师王云真、湖南省优秀乡村
教师王赛花、伍智明及其他优秀教师、教育工
作者和高考优秀学生进行了大张旗鼓地表彰
奖励，发放奖金近 80 万元。

“现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完善了，我们的待
遇比城里老师还高呢！ 我愿意扎根家乡教育，
坚守三尺讲台，为山里孩子点亮未来之路！ ”研
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的水车镇柳白小学
教师邹玉林如是说。

精准资助彰显公平
每个孩子都是宝

“让每个孩子脸上有笑容，都能享受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 2019年全县教育大会
上，县委书记朱前明作出的庄严承诺。

新化县全面落实国家扶贫资助政策，坚持
识别精准覆盖到位、补助精准发放到位、政策
精准宣传到位，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 2016年以来，全县共发放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资助金 8543.06 万元，惠及建档立卡等
四类贫困学生 153220人次； 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覆盖学校 475所，受益学生 38万多人次。

“乡里成立了留守儿童之家，我小孩在那
里非常开心，我们在外面打工也放心了！ ”金凤
乡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戴嘉的家长高兴地告
诉笔者。 目前，新化已投资 77万元，建立了 22
个乡镇“留守儿童之家”，42689 名留守儿童全
部入校就读。 2017年，新化受邀参加全国青少
年健康成长公益慈善高峰论坛并作专题经验
汇报分享。

高度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同时，新化还坚
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特别注重随迁子女、残
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 2016年以来，
全县共接收随迁学生 5772 人， 均就近安排在
公办学校就读，与其他当地学生一样享受公平
受教机会； 投资 3000万元在城区新建特殊教
育学校，采取“特殊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
等形式，保障每一个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

（本版图片由新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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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美
的新化县第一
中学。

上梅街道捐资助学。

师生共练武术。

新化县安正学校。

思源实验学校体育节。

书法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