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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 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
成为一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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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任 何 人 都 应 该 有 自 尊 心 、 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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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独立性， 不然就是奴才。 但自尊不
是轻人， 自信不是自满， 独立不是孤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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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所学校精彩绽放
—湖北省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汪亮亮
杨保华 通讯员 周建波

之间、 学校之间办学差异明显
缩小， 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

“碰上下雨天， 操场就成了
一片烂泥， 全校的体育课都要取
消”， 这是5年前湖北省宜都市
山区教育的真实写照。
然而， 如今这里的每一所学
校都有了挺拔的教学楼、 现代化
的运动场、 优秀的师资队伍。 宜
都市教育也先后通过省市两级教
育均衡评估， 更被誉为“宜学之
都， 宜教之都”。
宜都教育的嬗变只是湖北县
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硕果之一， 仅
2012年， 像宜都一样一次性通
过 湖 北 省 省 级 评 估 的 县 （市 、
区） 就多达48个。
围绕“保基本、保安全、保规
范、促均衡”，湖北在教育资源的
配置上，重点向农村、 边远、 贫
困地区倾斜， 在推进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上“出重拳， 做实
事”，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加大
资金投入， 提升办学水平， 城乡

政府主导：“三个第
一”引领教育优先发展
在湖北县域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中， 钟祥市一直声名显
著， 一个城乡之间教育基础差
异极大的县级市何以能获此殊
荣？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设
立在湖北省最大移民安置点的
柴湖镇小学。
学校建设有实验室、 图书
室、 电教室、 音乐室等， 体音
美器材配备齐全， 达到湖北省
一类标准。 音乐活动室内，
40多名学生正跟随教师丁梅
排练名曲 《草原小巴特》。 优
美的校园环境和满脸欢乐的孩
子瞬间让人对这所学校倍感亲
近， 常人很难想象这只是一所
普通的移民安置点学校。
按照优先发展教育的要
求， 钟祥市近年来加速校园标
准化建设进程， 仅仅在柴湖

镇、 张集镇， 市政府每年投入的
资金就超过1000万元， 用于学
生公寓建设、 教师周转房建设、
教育设备升级等。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刘 传 铁
说： “省委、 省政府把教育定位
在‘三个第一’： 优先发展教育
是湖北跨越发展的第一战略， 科
教人才是湖北发展的第一资源，
教育投入是公共财政的第一投
入。 这是旗帜， 更是目标， 从省
政府到县市区政府， 都对优先发
展教育达成共识， 各地成立了县
市长任组长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四大
家’ 领导联系学校制度， 发挥了
政府强力主导的作用。”
近年来湖北省在教育财政投
入方面增长迅速， 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由2008年的280亿元增加
到2012年的654亿元， 年均增长
23.6%。 2012年， 全省财政教育
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
16.2%， 超出国家对该省核定的
15%的比例要求， 教育投入已经

成为湖北公共财政的第一投入。
有别于传统从城市到乡镇的
建设模式， 湖北省教育厅与17
个市 （州） 签订了推进县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重
点从教育薄弱地区开始改造。 对
通过省级认定的48个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 区） 各奖
励100万元， 对15个获省示范县
（市、 区） 称号的县各奖500万
元。 凡是没有通过国家认定或省
级评估的县 （市、 区）， 党政主
要负责人实行约谈问责。
各地还按照“科学规划， 分
步实施”、 “均衡发展， 适度超
前” 的总体原则， 结合区域内人
口变动、 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
设等因素， 适时调整学校布局和
办学规模。 武汉市武昌区通过撤
销、 合并、 新建的方式， 将小学
和初中服务半径分别控制在0.5
公里和1公里以内， 满足了老百
姓“就近有学上” 的愿望。
“城乡教育一体化， 公共资
源均等化” 不再是一个空谈的口

号， 真金白银、 真抓实干、 真情
实意办人民满意教育成了湖北各
县域教育主管部门的广泛共识。

机制保障： 城乡办学
条件全面改善
2012年以来， 湖北天门市
先后有2000多名学生回流到户
籍所在地入学， 一批城镇骨干教
师主动到偏远农村执教。 类似现
象在武汉市江夏区、 宜昌市点军
区、 襄阳市襄州区、 荆州松滋市
等多地都有发生。 这是湖北省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的新现象。
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是湖北
省“软硬兼施” 的结果。 2010
年以来， 湖北省政府印发了 《关
于进一步推进全省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意见》， 省教育厅等部门
制定了 《湖北省推进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规划》、 《湖北省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 （试
行）》 等一系列文件，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
础。
（下转第四版）

强台风来袭 粤闽多地停课避
“
天兔”
今日关注
本报综合新华社9月22日消
息 “天兔” 尚未登陆， 但对
粤、 闽两地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广东十多个市中小学、 幼儿园、
托儿所停课， 福建省部分沿海
地区学校也实行停课。
广东省防总22日中午1时最
新通报， 强台风“天兔” 正以
20公里左右每小时的速度扑向
广东， 并将可能正面袭击人口密
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为防御台风， 保障师生生命
安全， 广州市教育局22日发出
通知， 全市中学自9月22日中午
起停课。 走读学生自行回家， 学
校要跟踪其安全到家情况， 住校
学生由学校采取严密措施予以保
护。 全市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已从
22日早上开始全面停课， 复课
时间另行通知。 深圳、 东莞、 佛
山等市也不同程度停课。
为确保学生安全， 福建部分
沿海地区教育部门经与当地防汛
部门会商， 对所辖中职学校、 中
小学和幼儿园及时实行停课。 漳
州市22、 23日停课两天， 厦门

市22日停课一天， 平潭综合
实验区的小岛乡镇学校22日
停课一天， 莆田、 泉州市沿
海各县(市、 区)22日上午停课
半天。 省教育厅要求， 台风
期间， 沿海各校在建的工程
都停止施工， 并做好施工机
械、 工棚、 脚手架等固定防
护工作。 对寄宿制学校留校
学生， 要加强教育管理和安全
防范工作。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
3天， 福建、 广东、 江西、 湖
南、 广西、 贵州等地都将受其
影响出现较强风雨天气。

每五年为一周期 加强师德表现考核

荨这是9月21日晚广州市一家幼儿园给家长发送的停课通知短信。
刘大伟

摄

引得“春风”度玉关

—教育部组团内地高校对口支援新疆三所高校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高校进行采访。

日 历 翻 回 到 2010 年 8 月 31
日。 这一天， 全国科教援疆工作
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 教育部宣
布： 由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
国农业大学牵头22所知名高校
组成3个团队， 对口支援新疆大
学、 石河子大学、 塔里木大学。
这是教育部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推进新疆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
重大举措， 翻开了教育对口援疆
的新篇章。
如今， 3年过去了， 教育部
组团内地高校支援新疆高校的新
模式为新疆三所受援高校带去了
什么？ 日前， 记者专程前往三所
值班主编： 张晨

从“单一” 到“团队”

集中力量促教师队伍、
干部队伍建设上台阶
虽然年过七旬， 但南京师
范大学兼职教授张家霖依然来
到石河子大学支教。 工作上，
张家霖兢兢业业， 深受学生的
喜爱。 两年半的支教结束时，
他又将10万元支教津贴全部
捐献给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
院， 设立“张家霖奖学金”。
张家霖说： “能为边疆的教育
事业尽一份力， 我很荣幸。”
在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
类似的故事也不胜枚举。 众多
支教教师的到来， 不仅缓解了

值班编辑： 翁小平

校对： 刘梦

3所受援高校高层次师资不足的
问题， 还带动了受援高校的教师
队伍建设。 新疆三所受援高校也
抓住机遇， 努力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促进师资力量再上新台阶。
新疆大学聘请西安交通大学
一名教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实现了该校“长江学者” 零的突
破； 聘请支援高校9名教授为
“天山学者” 特聘教授， 7名教
授为“天山学者” 讲座教授。 3
年来， 支援高校录取新疆大学
40多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 先
后派专家在新疆大学举办教师教
育培训班12场次。
石河子大学派出19名教师
赴支援高校进修， 6名干部挂职
锻炼。 今年， 该校19名教师考

取支援高校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
技大学派出十几人的教学专家团
队专程到石河子大学开展教学方
法培训。 华南农业大学、 江南大
学帮助石河子大学举办中层干部
培训班， 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中国农业大学实施“中国农
业大学——
—兵团高层次人才培养
专项”。 2011年， 塔里木大学选
派第一批10名教师攻读中国农
业大学博士学位； 2012年， 塔
里木大学又选派第二批13名教
师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与提供物质支援相比， 提供
人才支援毫无疑问要重要得多，
也更能解决受援高校的实际问
题。 从“单一” 高校援疆， 到
“团队” 援疆， 力量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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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西试点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9月22日中午， 广州市越秀外国语学校的中学生们按停课通知要求放学回家。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慰问
信中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
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教师是教育事业
发展的基础，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 目
前，全社会形成了关心、支持、参与教
育的良好氛围， 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
育投入大幅增加、 办学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在这种新形势下，教师在教育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更加突
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紧迫性愈发
凸显。有好硬件但没有好教师，很难办
出好学校，而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往
往能让普通学校变得不普通， 让平凡
孩子不平凡。 为适应教育内涵发展的
新趋势， 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新
期盼，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 并把它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
的基础工作。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各级党委 本
和政府必须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 报
评
风尚、切实提高教师地位，使教师真正
论
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吸引优秀 员
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各级党委和
政府还要注重为教师办实事， 切实改
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
权益。真切的关心和爱护，会成为激发
广大教师扎根讲台、努力工作、乐于奉
献的强劲动力。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各级党委
和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 注重从培
养、 培训两方面保证教师队伍既有畅
通的补充渠道， 同时又有继续学习的
上升通道。 近年来，免费师范生计划、
国培计划、 教师资格考试等一系列提
高教师队伍素质的政策措施成效显
著， 这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的结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慰问信精神， 高度重
视教师培养和培训工作， 把教师素质
提升工作抓实抓好。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 必须加强制度
创新，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师德建设，
不断提升教师业务水平。 要严把入口
关，严格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完善重师德、重能力、重业绩的教师
考核评价标准。要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道德教育，建立师德考评制
度，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业绩考核、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的首要内
容。要完善培养培训体系，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
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和学术带头人。
国以人立，教以人兴。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是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一以贯之
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基础的工作任务，各级
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一定要采取具体措施，切实让教师队伍建设有实实在在的进步。

效果也更加显著。
从“表层” 到“深层”

共同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记者在石河子大学采访时了
解到， 今年， 该校选拔了26名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和华东
理工大学联合培养； 选拔10名
建筑学、 10名土木工程、 5名给
水排水工程专业学生与重庆大学
联合培养； 选拔10名建筑学专
业学生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培
养， 选拔8名动物学专业学生与
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培养； 选拔
17名纺织工程专业学生与江南
大学联合培养。
（下转第四版）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zhongguojiaoyubao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高耀彬）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 山西省教
育主管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 两省今年都已启动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与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
作。 两省要求，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人员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同
时破除教师资格终身制， 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制度， 以加强
对入职教师的师德表现、 培训学习和工作业绩的考核。
山东省提高了教师资格认定的学历条件标准， 规定自今年起， 申
请小学教师资格， 应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申请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 专业课教师资格， 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 自2015年起， 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 应具备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 同时， 将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由此前的教育学、 心理学两
科考试改为多科考试。
山西省幼儿园、 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考试主要考查申
请人从事教师职业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心理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 考
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笔试各科成绩合格者， 方可参加面试。 面
试采取结构化面试、 情境模拟等方式进行。
此外， 山东、 山西两省都将开展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 定
期注册每五年一周期， 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人员， 不得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 其中， 山东省还规定定期注册不需要重新考试， 不
收取任何费用， 不增加教师负担， 主要核查教师师德表现、 年度考核
和继续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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