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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 则百业兴； 教育强， 则长沙强。”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去年调研长沙
市教育工作时要求， “加快教育强市建设步伐， 切实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上得
起学， 上得好学。”

易炼红说， 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为 “择校热” 降温， 为 “大额班” 减负， 引导教育资源
向落后地区、 困难群体倾斜； 要进一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优化教育结构， 提升办学水平，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办学评估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谆谆嘱托， 为长沙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年9月， 周南梅溪湖中学将撩开神秘面
纱，进入长沙市民的视野———这是长沙基础教
育又一“精品力作”。

这所学校地处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
国际新城，占地118亩，投资超过3亿元，建筑面
积5万多平方米，设计规模为60个教学班，可容
纳3000名学生。

在梅溪湖，今年秋季与周南梅溪湖中学同
步开学的新学校， 还有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而同样作为优质教育资源，长郡梅溪湖中学已
率先在梅溪湖办学有年。

“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始终把
教育放在优先位置，不断加大投入，让老百姓
真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长沙市副市长夏
建平说。

从长郡梅溪湖中学到周南梅溪湖中学，是
长沙教育加快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着长沙优
质教育资源扩张和办学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

从“一带多”到“多推一”：
好学校就在家门口

为了确保每个学生“好上学”、“上好学”，
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华提出了长
沙教育均衡发展的3种模式，即：“对口支援”模
式、“委托管理”模式、“捆绑发展”模式。 这3种
模式以名校“一带多”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长
沙教育的均衡发展。

由政府出全资新建一所好学校，委托名校
管理。 名校派出中层骨干担任新建学校的校长
和管理人员及学科带头人，使新建学校很快成
为新的品牌，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 运用“委托管理”这一策略，长沙现已建北
雅中学、长郡芙蓉中学等18所品牌优质学校。

几年前，长沙市一中、雅礼中学等7所示范
学校在城区帮扶马王堆中学、稻田中学等13所
中学，书写了“对口支援”模式，形成长沙教育
一大特色和亮点。 目前，这种模式已扩大到全
市范围，延伸到农村学校。 去年11月29日，又有
城区15所优质中学对口支援全市15个农村中
心镇和特色镇的公办初级中学。 接下来还会有
城区优质小学和幼儿园对口支援农村小学和
幼儿园，支援时间为4至6年。

“市教育局将安排专项经费，建立长效机
制，特别是通过干部调配、教师交流、资源共
享，打破学校之间的封闭状态，实现现有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学校之间文化的渗透和融
合。 ”王建华说。

如今，强校带弱校，名校集团化发展，已成
为长沙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主流。

2014年，为进一步缩小区域之间、校际之间
的办学差距，长沙市教育局再次创新教育均衡发
展模式，提出了全新的“多推一”的办学模式———
即整合多所名校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多所学校力
量，助推一所学校，做大做强一所学校。

周南梅溪湖中学即是“多推一”全新办学
模式的一个先例———集聚了周南、长郡、麓山
国际等多所名校的优质资源。 谈及这一全新的
办学模式，来自长郡教育集团、曾任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副校长多年的该校校长叶双秋充满
信心：“相信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将给学校带
来生机与活力，并为探索长沙教育均衡发展新
模式提供成功经验。 ”

“‘多推一’的办学模式就是要‘集多所名
校之大成’， 加强名校之间管理理念、 教学观
念、课程思想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新建学校
共享名校优质资源。 ”王建华说。

从“一带多”到“多推一”，把好学校送到学
生家门口的同时，也不断赢得家长的称誉和各
界的认可。 中国社科院《公共服务蓝皮书》显
示：长沙基础教育满意度由2011年的全国第23
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4位。

从“满堂灌”到轻松学：
让孩子读好书

英语老师殷桂明打开电脑，登上QQ空间，
进入电子课件。 代替黑板的电子白板上，立即
显示出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随着老师讲课的
推进，电子白板就像智能手机的触动屏，在老
师的一触一推间，不断变化着新的内容———这
是长沙市37中的教学改革成果展示。

该校校长周环香介绍，这种基于云计算技
术的数字化课堂教学改革，一方面有利于老师
在更广的空间，利用更多资源备课，实现教案
的动态化、丰富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有利于
师生互动。

近年来， 长沙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你追我
赶，各出奇招，尽管改革模式和具体环节上各

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 即不再搞
“满堂灌”， 而是立足
于提高课堂效率，把课堂的主体还
给学生， 老师重点做好引导和点
拨。 学生学得轻松了。

特别是2013年，被定为长沙市
课堂教学改革年，全面推进高效课
堂建设，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长沙教育要立足新起点、谋划新思路、寻
求新突破，要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切入点，推进
长沙教育综合改革， 实现长沙教育的创新发
展。 这也是长沙教育系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着力点。 ”王建华说。

对教改的执著， 使教育资源不断提质增
量。 而长沙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则将进一步
使优质教育资源快速放大和全面覆盖。

2013年11月28日发布的《长沙市教育信息
化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5年)》 明确提出，
2015年前全市教育信息化必须实现5个100%：
100%的农村小学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
覆盖；100%的乡镇和乡镇以上学校实现互联
网宽带接入；建成与不断完善各级各类优质教
育资源， 并100%推送到所有“宽带网络校校
通” 的班级；100%的教师和90%以上初中阶段
及以上学生拥有实名制的网络学习空间；到
2015年，教师培训以及达标考核实现100%。

对教改的执著，换来硕果累累。 2013年，长
沙确立23个中小学德育项目化管理实验单位，
创建12所课改样板校， 立项12所特色发展校。
同时，长沙近两年推行“从入口看出口，从起点
看变化”的发展性评价，各类考试和竞赛成绩

稳居全省第一，中考中招经验在全国推介。

从愁生源到招生热：
入职校如同已就业

2013年秋季开学， 不少职业学校为生源
发愁， 长沙的职校招生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
景象： 不仅大部分学校能够招满， 还有不少
学校招生非常火爆。 尽管是省会城市， 但长
沙普职分流比例却达到6∶4， 中职招生规模
每年保持在5万人左右， 这和前些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毫无疑问， 长沙经济快速发展， 规模工
业强劲增长， 是职业教育受到青睐的外因。
而近年来长沙市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速，
让孩子们学有所成， 入校如同就业， 出校即
能上岗， 则是职业院校持续受追捧的内因。

办学思路创新， 推动校与校之间差异化
发展。 长沙全市城区内63所中职学校实行一
校一特色， 突出建设各自重点专业和品牌专
业， 每所学校只办一大类专业， 各校逐步形
成了以一两个主打专业为特色的发展态势。
同时， 长沙市内， 某一大类专业只有两所学
校在办， 目的是避免重复建设， 既形成良性
竞争， 又防止一家独大。

管理创新， 激发学校活力。 长沙市对职
业学校实行“编制到校， 经费包干， 自主聘
用， 动态管理”， 学校缺编所聘人员的工资，
全由财政买单。 此前， 许多职业学校聘请企
业教师， 都是学校自筹经费或干脆不聘。 该
政策实施两年来， 打通了引进人才的“绿色
通道”， 近3年共核拨缺编经费6700多万元，
用于自主聘用行业、 企业的能工巧匠， 其中，
湘菜大师许菊云等300多名行业专家成为职业
学校的兼职教师。

为满足职校学生的个性需求和特长发挥，
长沙还探索实施“学分制”， 为学生半工半

读、 分阶段完成学业拓展了空间； 实行预
备员工制， 企业与学校共同招生、 共同管
理、 共同教学、 共同考核。

如今， 长沙职业教育正逐步跨入“私
人订制” 时代！ 这个火极一时的词组， 正
是恰到好处的形容———按企业需求培养人
才， 按订单“生产”， 学生入学即就业。

2013年年底， 长沙市产学研校企合作
联盟成立， 致力于构建“专业共建、 人才
共育、 过程共管、 成果共存、 责任共担”
的职业教育合作模式。

“私人订制”， 其精髓是精确无缝对
接、 高质高效服务。 联盟的成立， 可谓长
沙职业教育一个标志性事件， 敞开了职业
教育“私人订制” 的大门———同时开启了
一个精确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 精确服务
于学生成才的“满意教育” 时代。

浏阳市中和镇旸谷小学，是浏阳南区
最偏远的小学之一，离浏阳城区有80多公
里。

3月21日，记者在这里看到，即使如此
偏远，学校却新意盎然，校园内干净整洁，
新建的阅览室、仪器室一应俱全。 这是浏
阳市近年来努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让农
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平等地享受较好
义务教育的一个缩影。

“四大工程”促公平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使每个农村孩子

都有学上、上好学，浏阳市近年实施了“四
大工程”。

教育布局调整和薄弱学校改造工程：
先后在农村投入近3亿元，及时启动了合格
学校建设和校安工程建设，到2012年底，完
小以上学校全部建设成为合格学校， 保证
了农村孩子享受优质教育权利。 教育设施
设备的落后一直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难点。
2013年，浏阳市就投入5000万元用于学校
班班通、多媒体教室等建设，今年该市又准
备投入4000余万元用于这一块的建设，让
乡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学校一样的资
源。 课桌椅是学生必备学习设施， 该市从
2009年就开始实施“课桌椅更新换代工
程”，5年来， 先后更新课桌椅14余万套，现
在全市的中小学生都坐上了新的课桌椅。

留守儿童关爱工程：浏阳市建立了以
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留守
儿童关爱体系。

家庭困难学生助学工程：浏阳市构建
了政府、社会等多渠道筹资助学的多维助
学体系，教育基金发挥扶贫帮困作用。 目
前，全市教育基金总额达8300余万元，累
计扶助贫困学生13万人， 扶助资金达
3000余万元。 另外设立个人教育助学基

金3000多万元， 累计帮扶贫困学生1.2万
人，扶助金额 700多万元。

残疾少儿读书工程：浏阳市政府从特
校学生健康、教育、就业、生活福利以及学
校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每届市长担
任特校名誉校长，在校学生的所有费用以
及特校公用经费全部由市财政列支。

破解城区入学难
黄泥湾小学校长程平最怕的是每年

开学。 随着浏阳经济的发展和城区的扩
张，城市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在城区就读
的学生越来越多。

如何破解城区入学难题，浏阳一直在
思考和作为。近年来，该市先后投入2亿元
新建了奎文小学、 人民路二小等5所中小
学，完善了7所中小学，新增学位1万多个，
有效缓解了城镇适龄儿童和进城务工农
民子女入学压力。

但随着浏阳发展的加快，进城人员的增
多，现有的教育资源还是满足不了需求。

问题很快得到高度重视。 2月24日，长
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调研城
乡教育，在了解到黄泥湾小学的实际情况
后，当即要求相关负责人迅速做好协调工
作，月底内将原市档案馆楼房交付学校使
用。 去年底，市长余勋伟也曾率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城区教育进行专题调研，拿出破
解办法。

如今，该市浏阳河小学食堂建设接近
尾声；浏阳河中学建设完善工作及嗣同路
小学附属设施建设也在进行。 人民路小学
将启动综合楼的新建工作。 在集里街道，
今年将启动集里禧和小学综合楼的建设，
教师进修学校及附属小学建设也即将动
工。 到今年秋季入学时，将有更多的学位
欢迎孩子们的到来。

浏阳：
让城乡孩子公平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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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起学，上得好学”
———看长沙如何“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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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周南梅溪湖中学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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