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717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 余怡陋余怡陋

12

真抓实干谋发展
教育强县惠民生
——邵阳县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张一剑 景 芳 刘 恒 陈 冲 李 爽 谭江平

邵阳县地处湖南省中部偏西南，邵阳市南部，资水上

游，自古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诞生了唐代诗人胡曾、《声

律启蒙》作者车万育、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

羽、火箭数据专家车著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等。

近年来，随着改革全面深化、国家教育战略和扶贫攻

坚战等的纵深推进，邵阳县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

标，深入实施“教育强县”战略，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全力提升

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县域教育均衡发展，在12镇8乡1

场、总人口107万的县境，全面铺陈一场县域教育事业

大发展的时代篇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目标的最终
实现，在于以人为本，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邵阳县在教育资源投入、教育体制完
善、加快提升全县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的同时，亦不忘以教育的人文情怀，高度重视
对学生的关爱。

近年来，邵阳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强
控辍保学工作全面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实
施意见》等系列文件，依托中小学籍管理平
台，加强对重点学段、群体失学辍学情况监

控，把教育扶贫和义务教育入学联防联保工
作机制结合起来。2019年开始，精心组织了
全县6000多名教师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先后
集中开展了 8 次“千师访万户”活动，核实了
全县户籍内的138042名6-15周岁的适龄儿
童就学情况，搭建起家校共育的平台，确保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实现“零辍学”、资助“全覆
盖”、各级各类检查“零差错”。此外，投入
1500 万元，建成县特殊学校新校区，通过特
校就读、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方式保障残
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有学上。

构建“全覆盖”资助体系，对建档立卡等
四类家庭贫困学生实行资助全覆盖，资助项
目全面增加，资助面全面扩大，资助标准全面
提高。每学期组织2次以上贫困学生摸底比
对工作，确保困难学生“不漏一人”。全面落
实国家资助政策，义务教育学生全部享受免
费营养餐。2015年以来，全县共落实国家政
策教育资金发放69480万元，惠及学生173.5
万人次。今年共发放各类资助资金 3749 万
元，惠及贫困学生61851人次。在确保主渠道
畅通的同时，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大力提高扶
贫助学的覆盖面与帮扶力度，近三年，全县组
织了“伸出您的手，带一个孩子出山来”等大
型募捐活动，争取社会助学金864万元，受益
贫困学生11879人。

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流动少年儿童
工作的意见》，建立了由教育、团委、关工委、
妇联、乡镇场等为责任单位及社会共同参与

的关爱体系。全面推行留守儿童“点阵型”关
爱机制，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和亲情视频聊天
室，落实监护责任制，实行代管家长，教师成
了“代管妈妈”，加强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的
关爱，妥善解决了全县3万余名留守儿童的教
育管理问题。从 2010 年开始，把每年 12 月
12日定为“全县留守儿童快乐日”，连续11年
组织关爱活动。以全县25个乡村学校少年宫
为阵地，带领学生开展书法、美术、剪纸、舞
蹈、体育等活动，让学校真正成为留守儿童的
家。

构建规范有序的校园管理，维护教育公
平，切实为学生减负。从2017年起执行省中
小学教辅资料征订“五限”要求，强制各中小
学严格按上级政策的要求收费。按要求落实
中小学生书面作业管理规定，签订了规范办
学行为工作目标责任状，课业负担纳入学校
办学行为专项督查。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
意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划
片招生、阳光招生等政策。“五育”并举的育人
氛围收效显著，近三年里，在全国、省级青少
年机器人奥林匹克、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共获
得29项；在全国科技创新大赛中共斩获52项
大奖，居全省前列。其中《送您一双防滑鞋》
荣获国家一等奖，河伯乡中学、河伯中心完小
在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中被评为

“全国优秀实施学校”。
而今，随着人民关切的消除“大班额”、增

加公办幼儿园学位、教育均衡等问题的逐渐
解决，邵阳县育人氛围日益浓厚，小学、初中
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升，城乡教育差距逐渐
缩小，邵阳县教育人与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向
着更高质量的教育事业前进。

在全面消除大班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
时代政策下，基层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一项事
关全局的重大工作。为此，邵阳县委县政府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政府民生实事工程，专
门成立了以书记为顾问，县长任组长的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改善
办学条件、消除大班额、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规划布局、教师招聘、教师成长、教育扶贫资助
等事关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

近四年来，县委常委会议和县政府常务会
议专题议教34次，建立了党政领导联系学校制
度。在书记、县长的率先垂范下，全县形成部门
联动、领导频繁亲临一线、靠前指挥的独特风景
线，高效解决了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用地、设施配
备、经费保障、安全维稳、常规管理等方面突出
的问题。各职能部门主动为教育提供全方位支
持，着力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协调推进
工作机制，努力营造兴教重教良好氛围。

高位部署之下，举全县之力，投入真金白
银，充实教育经费。2018至2019年，义务教育
预算内经费拨款分别达到83190万元和84032
万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4.87%和1.01%。每年
从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安排2056万
元用于义务教育，比例达65%。县财政从2019

年开始，每年投入1000
万元健全“三防”设施，
为中小学、幼儿园配备
专职保安 599 名，保
安配备率达100%；装
备了防冲撞设施，238
所学校安装了“一键式
报 警 ”，安 装 达 标 率
95%；学校（园）重点区
域及 174 台校车实现时
段视频监控。

今年，县委、县政府确定
了以学前教育作为改善民生和
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牢固树
立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的发展思
想，大办新增公办幼儿学位，截至目前，通过政
府投资方式，建设下花桥中心幼儿园等25所公
办幼儿园，新增公办园学位数1876个；通过“民
办公助”方式，将县城的金色摇篮幼儿园等9所
民办园转办为公办幼儿园，新增公办园学位数
2400个，全县共实现新增公办园学位4276个，
全县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从去年的33%提高到
今年的55.58%，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结构变
化和教育资源失衡等因素，导致“大班额”的问
题也日益突出。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
明显。2018 年来，邵阳县全面部署、火力全
开，打响消除“大班额”的三年决胜之战。

消除“大班额”的首要关键，是破除教育空
间和硬件数量和质量的制约。近年来，邵阳县
强化全面改薄，改善办学条件，为消除“大班
额”开道铺路。自2014年全面改薄实施以来，
累计投入40107万元，已惠及143所农村薄弱
学校，全县各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地
改善。截至 2018 年底，全县创建合格学校

（园）达239所，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夯实了基
础。2019 年，为加快提升全县教育信息化水
平，投资9637.16万元建设“三通两平台”，新建
2148个班班通、28间计算机教室、19个多媒体
教室、32个录播室，新增师生电脑5771台，目
前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66所学校建成“明
厨亮灶”，建设了邵阳县教育系统数据中心，部
署了本地教育云平台。今年9月，又投入资金
690 余万元，启动“多媒体教室全覆盖攻坚行
动”设备增配采购项目，力推全县所有学校实
现多媒体教室全覆盖，正全力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

随着《邵阳县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专
项规划》的出台，历经连续三年日新月异的全
力推进，全县消除“大班额”取得全面胜利。
2018年，在县级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优
先安排1亿元消除超大班额专项资金，为县十
一中、五峰铺镇青云中学、白仓镇中心完小、九
公桥镇中心完小等24所大班额学校新建教学
楼、科教楼，改造县一中老校区为塘渡口镇一
完小分校区，新增建筑面积29730 平方米，新
增学位13035个，一次性消除全县411个超大
班额。2019年，投入1590万元为金称市镇中
心完小等7所农村大班额学校新建科教楼，在
保证大班额零增量的情况下，又高质量消除
352个大班额，大班额比例降至6%。2020年
消除大班额65个，义务教育大班额从2018年
的635个下降到2020年的92个，大班额占比
从 26.95%下降到 3.59%，均超额完成省定任
务。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因消除大班额引发的
舆情维稳事件。随着在建的县思源学校和 2
所芙蓉学校的竣工在即，2021 年全县义务教
育大班额可全部清零。

随着全面改薄的纵深推进，县域教育软硬
件水平、教育质量稳步上升。县一中按照“高
起点、规范化、前瞻性”的建设标准，建成了占
地 322.5 亩，办学规模为 108 个班，可容纳
5400名学生就读、4320名学生寄宿，建筑面积

为138307平方米的新校区。整个校园分教学
区、体育运动区、宿舍区与后勤区四大功能区，
校园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功能齐备、教育教学
设施全市第一，全省一流。随着该校升学率逐
年提升，传承百年人文名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年在校生迅速提升至5170人。省级示范性
高中县二中再谋历史发展新篇，按“一校两区”
的发展思路在县城建设新校区。县七中坚持

“文化与特色并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校
园足球作为特色教育的突破口，近年来，学生
足球队在省市取得了骄人战绩，是国家教育部
批准的“国家首批校园足球特色校”。县工业
职中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达3675人，建
成县域特色的油茶种植和加工、旅游专业，成
立“蓝印花布传承与创新基地”，深度对接县域
特色产业。民办石齐学校是一所十二年制的
全寄宿制学校，实行全天候管
理，2020 年又投资 6000
万元建成高中部新校
区，现该校小学部、
初中部、高中部三
区划分清晰，在
校 学 生 9073
人，致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
民办学校”。

师资配置均衡是均衡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更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
关键因素。邵阳县建立了中小学教

师补充长效机制，结合全县教育实际，
提出“关好门、开齐课、用足功能室”三条

教育底线要求，启动实施“党建引领、师德
师风建设、中小学校长队伍培养、城乡校际

互促、关爱留守儿童”五大工程，在聘任引进、
人才培养、内涵发展、素质教育、治理能力等
方面深入推动。

近三年，通过招聘本科
师范院校生、省特岗教师、

社会公开考聘、分配定
向委培师范生、商

调等方式增加
新 鲜 血 液 。

全 县 共 补
充 教 师
1500 多

名，占比全县教师23%左右，补充力度空前。
近四年，县内共选送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933
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达100%。各乡镇在音体美等专任教师不足
的情况下，还积极探索乡镇内教师送教、送
培、走教等模式，努力解决偏远小学的小科目
师资不足的问题。

大力引进教育人才的同时，抓牢抓实教
师培训工作，持续提升教学水平不松懈。按
照《邵阳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细则》，按全县教师工资总额1.5%标
准预算教师培训经费，2016-2019年，共安排
教师培训经费 1200 万元。从 2017 年开始，
邵阳县成功申报“国培计划项目县”，采取送
培、送教到校的方式，完成1500名乡村教师
的送培任务。同时，以县内“名师工作室”“教
师工作坊”为研修平台，每年引领全县 1500
余名教师通过网上研讨交流与网下实践研修
提升专业水平。近五年，该县教师受训覆盖

率达100%，教师个人学分合格率100%。大
力实施骨干教师培养领航，培养市级骨干教
师56人，县级骨干教师477人。各类培训促
进了全县教师、校长的成长，队伍整体素质进
一步提高，缩小了县城、乡镇、偏远学校间教
育教学水平的差距。

在教育管理上，不仅注重教师的教学业
务能力，更高度重视师德师风的持续培育。
2019 年，创新开展“师德师风示范学校”创
建，截至目前全县 20 所学校成功创建，有效
促动乡镇教育布局的合理调整和教育资源的
统筹调配。在全面规范办学行为，不断强化
违规违纪行为查处整治高压态势的同时，特
别注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师德师风建设
与优秀典型宣讲相结合，与教育脱贫攻坚、教
师本领提升等相结合，有力地推动全县教育
改革发展。2019年以来，全县先后评选51名
师德标兵，事迹材料通过电视台、教育微信公
众号及网站媒体推介，营造了全县尊师重教
的良好风气。建立了评选表彰“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的制度，树立一批长期扎根农
村一线教学的先进典型。2019年暑假，确立
了“立德树人，做四有好教师”为主题的暑期
教师全员培训教育活动，以乡镇为单位连续
开展三天，组织精细，形式丰富，纪律严格，成
效突出，让更多的教师坚定了教育理想。
2020 年以“五育并举，努力提高教师育人水
平”为主题进行培训，全面推进了教师全员培
训常态化。

在不断加大教师补充力度、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外，尤其注重教师、校长的培养。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成功搭建浏阳市对口帮扶
平台，到 2020 年秋季学期，累计选派了 300
多名优秀学校行政干部和教师赴浏阳学习，
提升管理智慧和教学水平。同时，县内定期
开办校长培训班、校长沙龙等交流平台，加强
校长业务能力培养。2019年上学期开始，致
力搭建校长挂职轮岗的研修平台，先后抽调
70余名乡村学校校长到城区学校挂职学习，
各挂职校长通过一学期的挂职锻炼，开阔了
视野，提升了管理水平，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

教育强县，群策群力践使命

外引内培，德才兼备强队伍

立德树人，关爱学生明情怀

全面改薄，均衡发展谋实招

邵阳县第一中学。

邵阳县第七中
学女子足球队获市
足球比赛第一名。

学生激情宣誓。

邵阳县石齐学校教学楼。

学生激情诵读。

省级示范高中邵阳县第二中学。 （本版照片均由邵阳县教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