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伟蓝图点燃奋斗激情。衡阳师范学院
祁东附属中学不仅理念先进、 设施精良，还
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更有全县人民的伟力
托举。 因此，正在用历史性的速度让规划变
为现实。

据祁东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龙建程介
绍，该校自今年秋季正式启用以来，全校师
生热情高涨、信心满怀，学校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成效显著。主要面向“高质量、信息化、
示范性”的方向发展，秉承“励志、崇德、尚
美、乐学”的教育理念，培养“基础扎实、自主
发展、个性丰富、富于创新”的人才，并依托
衡阳师范学院的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三湘一
流名校， 为祁东教育构建未来的“发展话
语”。

昂首奋进，凝聚起磅礴力量。据了解，该
校揭牌启用后， 社会各界也纷纷给力相助，
香港恩慈基金会、南岳广济基金会、福群慈
善基金会以及社会名流纷纷来校设立奖学
基金、奖教基金、助学金等，市县两级新华书
店亦在校内建设了全市最美“校园新华书
店”，使学校特色彰显，发展蒸蒸日上。

在祁东教育史中，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
属中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光彩夺目、熠
熠生辉。 不仅以全新的布局，迎合了高考改
革后学校的建设，还正踌躇满志，用心诠释
着教育的深刻内涵。 其多个公共走班课堂，
可容纳学生上千人；待年底建成的多媒体课
堂，亦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全国各名校联
网，从而实行同课、同时、同授；学校设计既
面向全体学生，又借鉴了许多国际国内知名
中学的设计方案， 为师生带来了新思想、新
理念、新视野。

“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是祁东建
县以来对教育最大规模的一次投资，也是目
前衡阳市新建学校中投资额度最大、建筑面
积最广、设计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一所完
全中学。 ”祁东县分管教育工作副县长高瑛
介绍，该校的建设不仅得到了全县人民的支
持，全县人民教育强县的梦想，亦在这里得
到了全面体现。

教育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学校建设之
初，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就强调了师资队
伍的建设问题。于此，该校立足校情，大力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全力配备、优化组合师资
力量。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不仅从县内
外的各省市示范性高中，引进了一批顶尖的
高三把关教师如唐翔、王文贤、江河山等，作
为学科带头人； 还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从
全县乡镇选调了 41名优秀教师来初中部任
教；并在湖南师大等高校毕业生中招聘了一
批优秀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进行重点培养。使
学校的教师队伍不仅拥有强烈的事业心、责
任感和改革创新意识，还具有卓越的促进学
生发展的能力与魅力。

同时，县委、县政府还通过与衡阳师范
学院实行联合办学的方式， 寻求对方在师
资、教研、管理等方面给予强大支持。

“附属中学依托衡阳师范学院的优质教
育资源，立足新高考，拓展大视野，开发与设
计校本课程与社会实践课程。 ”祁东县教育
局局长王君辉说，旨在构建“高质量、多样
化、有特色、可选择”的高中课程体系，共同
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新模式，形成独特而鲜明的教育特色，成为
全市教育发展的新亮点。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丰碑耸立。
祁东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神奇地方。虽

是省级贫困县，却是教育强县，当地人尊师重
教，闻名已久。 全县总人口 108 万，现有中小
学校 327 所，在职教职工 6748 人，在校学生
129657人。近年来，该县高考成绩更是不断刷
新纪录，排名在全市遥遥领先，不仅连续 3 年
勇夺衡阳市理科状元， 还每年均有学子被清
华、北大等名校录取。

教育成绩虽辉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城乡
教育的不均衡，使县城义务教育大班额现象较
为突出， 特别是高中教育学位仍然十分紧缺，
已然成为历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一块心
病。

由此， 增办一所规模较大的高中学校，已
成为该县的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为补齐这一
教育短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果敢决策，
多次召开专题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会等，集全县人民的
智慧，全面规划学校的发展目标。

念兹在兹，民生为重。在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人的深度探索与担当下，该县决定创新发
展，新建一所开全省教育改革之先河、面向未
来的现代化完全中学，力争十年内成为全国教
育改革的示范校、未来教育的试验校，为祁东
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对此，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多次斩钉截铁
地指出：“从长久看，祁东最大的发展、最好的
脱贫路径就是教育，所以对教育无论投入多少
都不为过。 ”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祁东虽然工业底子
薄，农业发展滞后，但人均银行储蓄却多年稳
居全市、全省前列。而这其中大部分储蓄，又均
是由在外的祁东人所带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崇文重教是祁东的
优良传统，面对时代发展短板，没有省级贫困
县的犹豫，没有县级财力单薄的退缩，而是举
全县之力，以最大的诚意、最强的力度兴建一
所高规格、高标准的一流现代化学校，为祁东
教育再腾飞插上了一对强劲的翅膀。

祁东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果雄说：“衡阳师
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的兴建，是县委、县政府
为壮大祁东教育发展后劲，为现代优质教育寻
找到的一条探索、实验之路。 ”

“的确，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的兴
建，在让人民群众真切触摸到获得感、幸福感
的同时，更凝聚了民心，激发了全县人民勠力
同心干事创业的民之伟力。 ”祁东县政协主席、
该校项目指挥长周艳春说。

今年 2月 20日， 杜登峰在县委经济工作
会上宣布，学校于今年秋季正式开办。 3 月 24
日衡阳师范学院与祁东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
作办学协议，学校正式命名为“衡阳师范学院
祁东附属中学”，５ 月 10 日原北大校长周其
凤为学校题写了校名，8 月 28 日，学校如期开
学，迎来第一批学生 1680 人，教师 129 人。 9
月 8日，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正式揭牌
启用， 这一天不仅载入祁东教育发展史册，让
这片教育沃土续写新的荣光，亦为现代优质教
育标注了新时代的发展方位， 提供了行动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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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续写新的华章。
放眼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的校园， 不仅集科学性、

文化性、审美性于一体，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美的追求；还集公园
化、功能化、人文化于一身，是读书求学的佳地。

校园里，一栋栋错落有致、红白相间的建筑，在一个个造型
各异、精巧别致的亭阁台榭、湖水花廊、草坪花卉的点缀下格外
隽永、美不胜收，犹如画境。

操场上，师生们正排着队，挽着双手，亲密地进行大课间活

动，激昂的旋律响彻云霄，纯真的笑容简直把人的心都融化了。
多么活泼、多么动感的课间锻炼活动啊！

从崇德路、惟恒楼再到秋实广场，穿行在校区，无论是种植
花草树木，还是悬挂图片标语，都从审美的高度深入规划，以便
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 每幢楼、每条路、每个连廊均因主
体功能和内涵特点而命名，每块指示路牌都文味缭绕、翰墨飘
香，每一面墙壁都会传情启智，每一个角落都能画龙点睛，伴着
朗朗书声，尽显朝气蓬勃、生机盎然，让人不由得沉醉！

举全县之力高位而建承袭宜学基因1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
代的华章，总是在新的奋斗里书写。

“面对附属中学这朵绚丽开放的教育奇
葩，许多人只惊羡于她现时的明艳，却不知其
当初的萌芽浸透了县委、 县政府一班人的多
少心血和汗水。 ”陈红球，衡阳师范学院祁东
附属中学校长， 这位拥有深厚教育情怀和崇
高教育理想的校长，在谈及学校的建设时，他
说：“这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丰硕成果， 不仅凝
结了县委、 县政府对老百姓的无私奉献和干
秋大爱，还孕育着许多幸福和希望。 ”

诚然， 站在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
380亩的崭新校园中， 无论是近看还是远观，
都是那样的新、那样的美、那样的绚丽夺目。
这个集“花园、学园、乐园”于一体的大美之
校，时时彰显强劲发展态势，处处洋溢浓厚育

人气息。
高校合作， 拥有强大的教研支持———与

衡阳师范学院实行联合办学， 并由其提供办
学品牌、理念、管理、教学、教研、师资等方面的
支持，进一步确保了学校教育教学内涵的“真”
与“深”。

环境幽雅， 是读书佳地———学校花团锦
簇，绿草成茵，树木环绕，生机盎然。 不仅拥有
开阔的运动场地，高标准的塑胶跑道、篮球场
和室内体育馆等，教工食堂、教师公寓、校内
生态公园等生活服务设施亦十分完善。

设施先进， 能全面的培养学生综合能
力———学校设施先进，装备齐全。 每个教室均
配备了嵌入式的交互式触摸 LED液晶屏和多
媒体计算机； 学校图书室有藏书 26 万册；数
字化星球地理教室、理化生实验室、计算机语

音室、大型体操舞蹈房、学生阅览室、学生电视
台、录播教室、综合实践教室、音美书法室、心
理咨询室、学术报告厅、多功能阶梯教室等一
应俱全， 为师生综合能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平台和空间。

管理严格， 标准班额全员寄宿———不仅
拥有一支业务精湛、勇于奉献、凝聚力强的管
理团队，还制定了完善的管理章程，采用了“一
卡通”校园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精细化的管
理模式，并实行封闭式管理，全员寄宿。 学生
公寓漂亮整洁，空调热水一应俱全；学生食堂
洁净卫生，采取自选餐方式，让学生吃得放心、
吃得满意，家长无需陪读。

文化育人， 培养的是国家栋梁———十分
注重文化建设，并以“胸怀、责任、担当、创造”
作为学校精神内涵，持续完善文化环境，全面
推进现代高中制度建设。 每年都将举办科技
节、艺术节、体育节、英语节，定期开展知识竞
赛、篮球联赛、读书活动、志愿者活动、对外交
流等活动， 让全体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拓宽视
野、磨砺意志、坚定信念，确立成才目标。

走进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 总可
以看到学生“忙碌”的身影，每一张脸上都写满
了笑意， 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的充实。“附属
中学的学生真幸福”、“学校真的太用心了”、
“我能感受到老师背后的辛勤付出”、“在附属
中学，真的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的小孩能
在这里上学， 真是幸运”。 这是家长在了解孩
子在校情况后的由衷赞叹。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家长的
笑容与信任，学生的活泼与可爱，给这所年轻
的学校无限动力，“生态校园、书香校园、智慧
校园、艺术校园”，已然成为她的自觉追求。

天道酬勤化风雨，宏图远目抒乾坤。 三湘
大地上，祁东教育再次声名鹊起；祁山白水间，
“祁东人会读书” 的金字招牌再次绽放耀眼光
芒！

与高校实行合作办学大力引培名师2 构筑优质教育制高点深化内涵建设3

县委书记杜登峰一行和师生交谈。 县长胡果雄一行调研学校工作。

学
校
南
大
门
。

学校秋实广场。

魅
力
满
园
风
华
盛

学
校
一
角
。

校园书店成学生学习乐园。

（本版图片均由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提供）

学校启用仪式盛况。

彭国军 付姣龙 刘友利

伟大时代日新月异，千秋大业教育领航。 在湖
南 4 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的衡阳， 不仅弦歌漾
漾、薪火烈烈，不断擘画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教育
壮锦。 地处衡阳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的祁东县，
亦正以教育强县的昂扬之姿， 记载着坚定而铿锵
的教育脚步，传承着坚韧而执着的教育精神，展示
着灵动而无穷的教育智慧， 并不时吹响了改革创
新的冲锋号。

古往今来，祁东县一直以“三会”———会读书、
会经商、会当兵而自豪。 其中，“会读书”让该县人
才辈出。 三国蜀相蒋琬、明清重臣宁良、陈荐、陈大
受等，皆诞生于此。 而今，这里亦有 14 名将军、3
名院士、7 名省部级领导, 更有数万湖湘精英纵横
商海，写下无数商界传奇，还有“中国曲艺之乡”、
“中国黄花菜之乡”、“黑色金属之乡”、“将军之乡”
等盛誉……

漫漫历史长河中， 在祁东这方教育热土上，流
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传承！ 在这里，教育发展永
远排在第一位。2013 年至 2017 年，这个省级贫困
县举全县之力， 投入近 5 亿元所建的衡阳师范学
院祁东附属中学拔地而起， 并于今年 9 月投入使
用。 这所占地 380 亩、能容纳 6000 名学生、目前
衡阳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环境最佳的完全中学，
不仅为该县辉煌的教育发展史再次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让其重新屹立在教育创新发展的潮头,雄
风再起，磅礴出不辜负时代使命、人民期待的教育
景象， 还清晰地勾勒出历任领导班子治县理政的
“民生逻辑”和“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
学，透过她高规格、高标准的软硬件建设，幸福多彩
的校园生活，感受祁东令人感动和向往、震撼和振
奋的教育事迹和温情，追忆其千百年来波澜壮阔、
动人心魄、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教育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