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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辰溪县委副书记、县长 谢建军

辰溪县属国家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开发县和革命老区县。近年来，辰溪
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总目标，大力实施“教育强县”战略，
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科学规划、优先保障、强力
推进。辰溪先后获得“湖南省教师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湖南省中小学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创新县”等荣誉。

坚持把党委领导和政府主管作为教
育均衡的先导工程来抓。出台了《辰溪县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实施方
案》等文件，启动了新一轮《城乡教育布
局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县委、
县政府坚持每年召开10次以上专题议教
会议，优先解决教育工作难题。把教育工
作纳入县委、 县政府对乡镇和县直部门
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五位一
体”联动包校责任制。始终把教育投入作
为全县财政的“第一投入”，2017年、2018
年、2019年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分别达到
55258万元、66148万元、79664万元，实现
逐年增长。

坚持把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作为促
进教育均衡的基础工程来抓。 全县三年
来累计整合投入资金20.1亿元， 进行标
准化校园、 标准化校舍和标准化配套建
设， 完成合格学校建设和薄弱学校改造
39所、公办幼儿园建设22所、义务教育教
学点标准化建设52个。从今年开始，计划
再投入资金5.9亿元，进一步缩小义务教
育校际之间的差距。 为全力消除 “大班
额”，县政府专门研究制订《辰溪县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
文件，近3年来，已累计新增学位9820个，
2019年全面消除 “超大班额”。2020年还
可新增学位5000个以上， 大班额可全部
化解。

坚持把配强师资和加强培训作为教育均衡的关
键工程来抓。近3年来，辰溪县采取定向委培、特岗招
录、自主招考和引进优秀教师等多种举措，公开招聘
中小学教师363人。其中90%以上的教师都分配到农
村边远和缺编学校任教。积极稳妥地推行教师“县管
校聘”制度改革，加大校长和教师交流力度，共轮岗
交流教师326人。大力开展各种业务素质提升培训工
程，实施教师培训支持计划，组织各类培训12000余
人（次）。

坚持把教育扶贫和教育惠民作为教育均衡的幸
福工程来抓。2017年以来，共发放贫困家庭寄宿生生
活补助资金5103.3万元，惠及学生79373人次；发放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4908.9万元 ，受
益学生26448人。扎实做好控辍保学工作，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实现零辍学率。制定系列政策，健全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高度重视教育内涵发展，2017
年以来，累计获省市级教学比武大赛奖42人次，18个
项目在全国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

麻阳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李卫林

麻阳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属
革命老区、 武陵山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
点县。近年来，麻阳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
的总体部署，大力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
县” 战略， 教育均衡发展的春风在这里激
荡，一所所花园式学校像一颗颗明珠，镶嵌
在苗乡大地上。

优先发展教育成为麻阳苗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的自觉行动。每年召开党政联席
会议专题研究教育工作，今年还出台《关于
大力推进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为教育发展定思路、解难
题； 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县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 推行领导干部联系学校制
度。

为了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
办学条件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县政
府先后投入6.5亿元，用于新建、扩建学校，
全县162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面达标。2018年
改扩建学校12所，新增学位2734个；2019年
新建、改扩建学校10所，新增学位7560个，
共化解大班额406个。

此外，进行学区制改革，构建县域教育
共同体 ，以 “法人独立 、业务互助 、以强带
弱、对口支援”的运行模式，带动薄弱学校、
农村学校高效快速发展。2018年，我县31所
薄弱学校与长沙市芙蓉区31所优质学校结
对帮扶。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者有其居”的
安居工程，让更多农村边远地区教师“安教
乐教”。人才津贴、奖励工资、教师工作经费
等让教师获得感增强。

全县消除超职数配备学校领导107余
名 ，消减人员全部充实到教学一线 。2019
年 ，通过各种渠道新增初中 、小学 、幼儿
教师和幼儿园保育员170余名 ，切实保障
一线师资。2018年 ， 全县组织5930余人次
教师培训 ，500多名骨干教师院校学习 ，
投入200万元课改专项经费 ，全力提升全县教师素质
和业务水平。

教育公平的阳光正润泽每个学生的心灵。2018年，
我县为35082人次贫困学生补助资金3564万元。 建立
12547名留守儿童档案，“留守儿童” 之家城乡全覆盖，
吕家坪小学探索的留守儿童关爱模式得到教育部的肯
定和推广。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途径，全县“三
残”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5%。

为了让孩子们吃好营养餐， 我县率先在全省实行
全新的学校食堂供餐模式，即“净菜加工+冷链配送+
学校食堂+‘互联网+监督’” 供餐模式， 覆盖学校146
所，惠及学生21387人。此举得到了省市的高度肯定。

如今，我县教育成果显著，锦江中学和富洲学校被
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全县43
所中小学校被命名为全省武术段位制试点学校， 还被
国家关工委颁发 “2017年中华少儿武术教育传承发展
特别贡献奖”。2018年， 我县学子在省第十届残运会上
斩获21金11银5铜，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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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0月28日，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简称“文博
会”）的四大主题活动相继落幕。本届文博会吸引了众多
国有文物经营单位与民间文物经营单位、 收藏家和爱好
者参加，参展人数超过6万人次。一系列活动的举行，搭建
起“民藏”与“国藏”沟通的桥梁，在全国文物艺术品市场
疲软的情况下，为人们提振信心。

湖南“风向标”地位不改

10月25日至27日，文博会的重头戏———第22届全国
文物交流会在湖南省文物总店举行，现场品牌云集，人潮
涌动。

“今年上半年，湖南文博会的500多个展柜和湖南省
文物总店周边的酒店房间就被订完了， 我差点没抢到。”
湖北荆州沙市古玩城秘书长陈聪感叹。

“在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普遍疲软的情况下，长
沙依旧保持了较大的规模、 较为旺盛的人气， 非常不容
易。”吉林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马云程告诉记者。

吉林、辽宁、安徽、山西、河南、云南、江西、天津、江苏
等省市国有文物经营单位，与北京懋隆、桐乡大可的展柜
尤其热闹。

“国有文物经营单位文化积淀深厚、信誉好，是市场
的主导者。”马云程说，每年的湖南文博会都会吸引大量
国有文物商店参会， 这种现象在全国的众多展会中不多
见。

人气旺，藏品品质有保障，参展商能达成较高的成交
额、与全国同行建立紧密联系、把握市场最新动态。近年
来，湖南文博会早已成为全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风向标。

究其原因， 天津市文物公司副经理姜佰国认为主要
有3点：一是湖南市场氛围浓，湖南省文物总店肩负国有
文物经营单位使命， 将展会定位于推动全国文物艺术品
市场繁荣；二是长沙地理位置优越，连通东西南北；三是

面对来自天南地北的参展商，湖南文博会组委会服务周全，
细节到位，吃住行等方方面面都无需参展商操心，营造了和
谐的交流氛围。

“民藏”与“国藏”互相取经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浦
生以《元明青花瓷器鉴赏》为题，介绍青花瓷的起源，讲授元
明青花瓷器的鉴定要点。

在唐代长沙窑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论坛中，张浦生、
翟健民、王春城、李建毛、吴跃坚等专家从多角度讲解唐代
长沙窑的历史文化等，为今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湖湘民间收藏精品展览·陶瓷篇”展出的160余件湖南
著名窑口的瓷器等，展示了湖南民间收藏的档次和水平。

一系列活动的举行，将业内人士、专家学者、爱好者聚
在一起，论宝、鉴宝、淘宝、晒宝、拍宝……本届文博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文博会希望通过学术引领，服务产业，以商带
展，以展促商。同时，为民间收藏家与国有文物经营单位搭
建沟通桥梁。

“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陈聪告诉记者，通过与国有文
物经营单位的交流，他增加了知识，获得了信息，增强了信
心。

此次，陈聪带来了上千件玉器、杂项，成交额20多万元。
他说：“从交易情况来看，虽然市场疲软，但老货、真货、精品
依然有市场。”

“与国有文物经营单位交流很有必要，平时这样的机会
很少。”江苏南京漪玉轩张晟说，通过本届文博会，他对湖南
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深入了解。

在天津市文物公司副经理姜佰国看来， 民间收藏家也
有值得国有文物经营单位学习的优点。

“普通百姓的市场潜力巨大，但人们往往会觉得文物艺
术品高不可攀，市场比较难打开。”姜佰国说，近两年的湖南
文博会交易情况显示，千元以下的低端藏品深受欢迎。这证
明，文物艺术品蕴含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吸引着人们。

他建议国有文物经营单位在坚持品质的前提下， 放下
身段，向民间收藏家学习，多进行价格亲民的普通藏品的收
藏与交易，有利于培育普通百姓市场。

搭建“民藏”与“国藏”沟通的桥梁
———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综述

珍品荟萃·文物交流
———走进“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