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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榆：区域协作 联和提升 □通讯员 马连江 包广环

吉林省通榆县在总结多年城乡学
校联合体工作、城乡教师交流工作和学
科中心教研组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依据
全县中小学分布和办学规模等情况，在
全县构建 5 个区域协作联合体，带动了
农村学校的快速发展。

抓住校际交流关键，注重区域协作
实效性。 通榆县教育局从 2006 年着手
开展全县城乡联合体建设工作，以县城
学校为“龙头”，与农村学校组成若干学
校联合体，在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方
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2013 年， 县教育局深化学校联合
体工作，调整全县联合体布局，构建区
域学校联合体。各联合体根据每所学校
的优势和不足，针对联合体实际，特别
是生源特点， 整合联合体学校资源，制
订共同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

联合体“龙头”学校定期到农村成

员校交流教育教学成果，各成员校派年
轻教师到龙头校进行学习，通过联合体
导师带徒、教师结对、网上对接等方式，
加强校际间的沟通和学习，促使多位农
村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县、市骨干
教师。

除关注教师交流外，联合体还注重
学生间的沟通交流，例如根据联合体特
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社会实践
活动，增强校际之间、学生之间的友谊，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重点关注薄弱学校，注重教师补充
交流有效性。 目前，通榆县农村学校硬
件条件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但师资等问
题还须加大解决力度。 为此，通榆县开
展了双向疏通工作，一方面，利用“特岗
计划”， 连续 7 年将招聘的新教师全部
充实到农村学校任教；另一方面，在不
断充实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保证农村教

师队伍稳定的同时，通过“公开县城短
缺教师岗位、 公开选聘条件和标准、公
开考核办法、公开考核结果”等方式，实
施农村教师进城“阳光人事”，解决了城
区薄弱学校师资短缺的难题。

此外，县教育局还根据农村学校的
实际需求， 开展优秀教师岗位交流活
动，选派县城学校的优秀教师到农村学
校进行一至三年的支教服务， 发挥示
范、辐射和带动作用；选派农村青年教
师到县城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不
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为激发教师参与交流工作的积极
性，县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根据距县城路
程远近对考核合格的交流教师给予 5000
元、1 万元、1.5 万元的津贴补助， 并且在
选优晋级中给予一定的加分奖励。

加强活动过程管理，注重区域协作
的高效。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避

免流于形式，县教育局加强活动的过程
管理。

一是加强对联合体工作的领导，成
立联合体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试点
实施和督促检查，确保组织到位、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二是建立联
络、协调、共享机制，在评估方法和评价
形式上进行全面改革，将学校个体评估
与联合体评估相结合，并形成联合体工
作评价体系，对每个联合体进行“捆绑
式”专项督导。 三是将评估验收作为年
度工作考核内容，及时将好经验进行总
结和推广。

通过推动区域协作工作，农村学校
特别是农村薄弱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真正把优质教育办到了老百姓家门
口，返乡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多。 据不完
全统计，近 4 年来，通榆县农村学校有
769 名学生返乡就读。

均衡发展的县域突破

观点

义务教育均衡要在
综合改革中探新路

□蒋士萌

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教
育投入的增加， 学校的办学条件
和办学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区域
教育均衡水平也相应提高。 与此
同时， 许多区域又存在发展经费
不足、信息化建设、办学条件改善
缓慢等问题。 位于贵州省中部的
福泉市， 在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
这样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行政
部门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
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和高效运用
信息化平台方面着手， 在综合改
革中探索新路。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体制机制。 由于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现实情况
的差异， 各地教育投入差距越来
越大。 与此同时，一些可享受国家
优惠政策的区域划定也应加强实
地考察、确保准确。 例如，在划分
连片石漠化县时， 石漠化较重的
福泉市并没有划分在内， 导致相
关倾斜政策不能惠及福泉市。 因
此，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相关
部门进行更加科学、 严谨的实地
调研， 让地方真正享受改革的福
利，得到“对症”的帮扶。

二是改思想观念。 课堂教学
改革已经进入第二个 10 年，但在
进一步帮助教师转变思想， 落实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方
面，依然存在思想桎梏。

三是改人事制度。 教师出现
职业倦怠， 往往是因为激励机制
不活和教师进出口不畅等原因 ，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推动中小学人
事制度改革， 建立符合教育规律
的用人制度， 严格教师准入制和
资格评审制， 建立教师考核评价
制度和退出机制。

四是改考试招生制度。 区域
教育均衡不仅要考虑义务教育阶
段，还应在更高、更广的范围内推
进， 而考试招生制度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重要环节。

五是强化信息化建设。 改善
农村教育落后面貌， 需要在提升
其硬件条件的同时， 充分发挥教
育信息化对均衡发展的推动作
用 ，搭建 “弯道超车 ”平台 ，打开
“山门”，让校长、教师学习先进的
教育思想， 强化教师对信息化资
源的高效利用， 如此才能实现进
一步促进均衡的目标。

（作者系贵州省福泉市教育局
局长）

《中国教师报》600 期了！
作为本报“元老级”的周刊之一，《区域

教育周刊》 已经出版 210 多期。 从创刊之
初，我们就锁定区域教育均衡发展这一重
要主题，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挖掘展示，
不断探讨教育均衡的问题，不断推出区域
均衡发展的典型。 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
的目标，教育部建立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督导评估制度等，一系列国家政策保
障和督导评估制度要求，将义务教育阶段
的均衡发展提到了核心工作的高度。 周刊
锁定均衡，可谓生逢其时。

近两年来，我们行走基层，总会感受到
管理者关于迎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
估验收的紧张状态与矛盾心态， 也会看到
他们通过均衡评估认定后的欣喜与满足。

这时候，我常常会想：能否真正将这项
评估认定工作作为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和质

量提升的契机，进一步推动发展？在通过均
衡评估认定后， 区域教育管理者还将面对
什么样的新问题、新挑战，又将做出什么样
的选择？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均衡与发展
的关系！ 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位研

究者曾撰文指出的， 要警惕把均衡水平与
发展水平混为一谈， 也要警惕把均衡发展
简单理解为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实现学校
办学条件达标。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均衡有起点均衡、
过程均衡，也有结果均衡。当实现了义务教

育的起点均衡， 我们如今面临的新问题是
如何在过程均衡和结果均衡中探索新路
径，找到好方法。

义务教育均衡是一个相对概念， 是一
个从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继而
走向新的均衡的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它
没有终点，始终在路上！

这就需要区域教育管理者不断创
新，不断谋变，引领区域教育不断走向新
的均衡 ，真正做出教育的 “区域特色 ”和
“独一无二”。

新的一年，区域教育均衡依然在路上，
而这路上，有我们相伴！

教育均衡永远在路上
□韩世文

主编手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均衡发展
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这一任务须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逐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督导评估验收，基层也不断涌现出区域均衡发展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本
期周刊特别呈现3个县域不同特色的均衡之路，以飨读者。

特别策划

湖北黄梅：义务教育均衡分层递进 □通讯员 黎 军

湖北省黄梅县是一个农业大县，经
济欠发达，城乡教育差距明显。 2010 年
起， 黄梅县通过盘活城区教育资源、提
升农村教育质量等途径，义务教育均衡
工作取得长足进步，荣获“全国两基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等荣誉。

走好“三着棋”，城区学校告别大班
额。 5 年前，黄梅县城只有两所小学，学
生数过百的“超级大班”比比皆是。而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城乡接合部
的黄梅镇属几所小学则显得格外冷清，
最少的班级只有 6 名学生。 造成这种
“一冷一热”现象的原因，在于城区优质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找到这一症结后，黄梅县教育局积
极争取县委、县政府支持，坚持“一体化
规划、一盘棋运行”原则，优化重组县直

属学校与黄梅镇属中小学教育资源，重
构城区学校布局。 具体做法是：由县政
府收购原黄梅镇属 7 所小学，所拍卖土
地资金用于城区新校建设；将服务半径
较大的黄梅镇竹林咀小学、沙岭小学划
转为县直小学；在城区合适位置选址新
建县三小、县六小、县五小。

目前，黄梅县教育局综合统筹城区
及乡镇教育的发展情况，正着手新建县
七小。

坚持 “两条腿走路 ”，学校成为农
村孩子的乐园。 五祖镇位于黄梅县北
部山区 ，因佛教禅宗圣地五祖寺而得
名 。 除五祖寺外 ，当地村民还会向游
客推介当地第二大景点———五祖思源
实验学校。 该校建成于 2013 年，是一
所设施齐备 、 环境优美的新学校 ，与
其前身五祖镇中学有天壤之别。 像这

样高起点设计 、 高规格建设的新学
校，在黄梅县 16 个乡镇不少于 10 所。
不仅如此 ，在优化农村学校布局的基
础上 ，黄梅县教育局整合资金近 6 亿
元 ， 为 68 所农村薄弱校建设了综合
楼、教学楼，完成了 450 个功能室建设
和器材配备 ，为所有学校 、教学点新
建了图书室 、阅览室 ，而且所有学校
实现了“班班通”。

建强农村学校，扩充农村优质教育
资源，通过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两条
腿走路”，城区学校“择校”现象大幅度
减少，城乡教育发展的走向更协调。

落实两项评价， 让学生幸福成长。
评价是“指挥棒”，为促进学校育人质量
的整体提升，黄梅县教育局在评价方面
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一是学校办学行为的过程评价 。

对课程设置 、办学行为 、作息时间 、招
生考试 、 学籍管理等作出刚性规定 ，
并成立了办学行为督查专班 ，对各校
的办学行为 、特别是节假日期间 “违
规补课”现象进行督办检查。

二是学生发展能力的持续性评价。
黄梅县每年都会在高中教育工作会议
上公布每个学生入校以来，学业发展变
化情况，2015 年在这项评价的基础上，
增加了学校管理绩效评价，引导学校管
理者、教师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培养。

在学校办学行为更加规范后 ，学
生拥有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黄梅县
教育局局长陶有刚表示 ，在深入推进
教育综合改革阶段 ，黄梅县将继续以
提升学校发展品质为重点 ，促进学校
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区域教育的高位
均衡。

四川万源：“四轮驱动”教育扶贫强智 □通讯员 马发海

“扶贫必扶智。 ”为加快缩小城乡差
距、区域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公
平和高质量的教育，四川省万源市创新
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坚持教育城乡均
衡、硬件均衡、师资均衡、生源均衡“四
轮驱动”，激发管理活力，推动教育综合
改革的深化。

优化布局，推进城乡均衡，有效整
合教育资源。 万源市制订了《万源市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2012-
2015 年）》， 先后启动了万源中学白沙
校区、太平一小分校、太平二小新建教
学楼等一批城区学校建设项目，并组建
太平镇第三小学，破解城区学校“入学
难”和“大班额”问题。

此外，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 万源市对农村学校布局进行优

化， 先后撤并太平镇斑竹溪小学等村小
26 所，恢复白果乡庄子坪小学等村小 16
所，将官渡镇明德小学合并到官渡中学，
将万源市第二职业中学合并到万源市第
二中学，合理、有效地利用了教育资源，
确保教育与城乡建设同步发展。

加快建设，推进硬件均衡，实现班
班通全覆盖。 近年来， 万源市实施了
120 个中小学校舍建设项目，52 所中小
学完成了信息化建设。

同时，全市抓好“教学点数字教育
资源全覆盖”项目培训和应用，20 所学
校争取到“中国电信助力农村学校宽带
网络” 项目， 全市筹措资金 1400 多万
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建设；启动市教育
局中心机房、教育资源平台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建成“三通两平台”，实现了

乡镇中小学“班班通”全覆盖。
鲜明导向，推进师资均衡，全面激

发人才活力。万源市在校长、教师、学校
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坚持所有新任校长
公开选聘，坚持所有城内缺编教师补充
凡进必考，等等。近 3 年来，全市公开选
聘 39 名中小学校校长 、23 名副校长 、
73 名中层干部， 考调城内缺编教师 81
名，做到了零举报、零投诉，既促进了学
校领导干部与教师的合理流动，又全面
激发了学校管理活力。

在教师流动方面，万源市严格控制
超编制进人， 坚持进出编制综合平衡、
服务期限、学科教学需求等原则，公开
招聘录用 232 名教师、156 名特岗教师
充实到基层学校任教，鲜明的用人导向
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

开放办学，推进生源均衡，落实学
生就近入学。 为整合教育资源，万源市
将全市小学由 250 所整合为 240 所，校
均学生数 150 人，基本实现了农村学校
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改变了农村学校
布点分散、效益低下的状况。

为保障学生就近入学， 享受高质量
的教育，万源市加大办学水平评估力度，
建立全市学校工作管理台账， 实行 “三
色”亮牌管理，连续两年评估倒数第一的
校长自动辞职，对师德、业绩和工作态度
综合考评居末位的教师进行相应调整。

在学校层面， 举办教学开放月、开
放周活动，邀请家长走进学校、走进教室
听课，看学校常规工作、议学校长远发
展，真正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的常规管理
中，家校合力构建孩子成长的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