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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公布2013年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名单的决定

根据义务教育法、 《国务院关
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
见》 （国发 [2012]48号） 及教育部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
行办法》 （教督[2012]3号）， 全国有
22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人民政
府在2012年至2013年8月底前对325
个县 （市、 区） 进行了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 并报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要求国家进行督导评估
认定。 经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材料审核和现场督导评估，
其中293个县 （市、 区） 基本达到国
家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
区） 的要求。 为激励和动员各地进
一步重视、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 现决定对293个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 区） 名单予
以公布。

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
务， 是党中央、 国务院做出的重大部
署， 是促进教育公平， 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重中之重。 希望各地进一步落
实义务教育法和教育规划纲要要求，
积极进取， 改革创新， 扎实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已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县 （市、
区）， 要再接再厉， 进一步巩固成果，
提高质量，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再
上一个新水平。

附件： 2013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 （市、 区） 名单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2014年2月21日

2013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 （市、 区） 名单

天津市 （11个）

河东区 河北区 红桥区 西青
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滨海
新区 蓟县 宁河县 静海县

河北省 （10个）
石家庄市： 桥西区 藁城市 鹿泉市

井陉县 栾城县
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
唐山市： 丰南区 迁安市
邯郸市： 丛台区 邯山区

山西省 （1个）
太原市： 迎泽区

辽宁省 （7个）
沈阳市： 和平区 铁西区
大连市： 西岗区 中山区 沙河口区

甘井子区 金州区
黑龙江省 （5个）

哈尔滨市： 平房区
伊春市： 乌马河区 带岭区
鸡西市： 麻山区
森工总局： 牡丹江林业管理局

江苏省 （65个）
南京市： 玄武区 建邺区 浦口区

六合区 雨花台区 江宁区
高淳区

徐州市： 云龙区 鼓楼区 贾汪区
泉山区 铜山区 沛县

连云港市： 新浦区 连云区 赣榆县
灌南县

宿迁市： 宿城区
淮安市： 清浦区 盱眙县 洪泽县
盐城市： 盐都区 东台市 大丰市

建湖县
扬州市： 邗江区
泰州市： 靖江市 兴化市
南通市： 崇川区 港闸区 通州区

海门市 启东市 如皋市
如东县 海安县

镇江市： 京口区 润州区 扬中市
丹阳市 句容市

常州市： 新北区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武进区 金坛市
溧阳市

无锡市： 崇安区 南长区 北塘区
滨湖区 惠山区 锡山区
江阴市 宜兴市

苏州市： 姑苏区 虎丘区 吴中区
相城区 吴江区 昆山市
太仓市 常熟市 张家港市
浙江省 （33个）

杭州市： 拱墅区 上城区 下城区
江干区 西湖区 滨江区
余杭区 萧山区 建德市

湖州市： 德清县
嘉兴市： 南湖区 秀洲区 平湖市

海宁市 桐乡市 嘉善县
海盐县

舟山市： 普陀区 岱山县 嵊泗县
宁波市： 海曙区 江东区 江北区

北仑区 镇海区 鄞州区
象山县

绍兴市： 越城区 上虞区 柯桥区
台州市： 椒江区

温州市： 龙湾区 洞头县
安徽省 （6个）

合肥市： 蜀山区 庐阳区 包河区
铜陵市： 铜官山区 狮子山区 郊区

福建省 （21个）
福州市： 鼓楼区 台江区 晋安区

福清市 罗源县
三明市： 梅列区 三元区
莆田市： 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泉州市： 丰泽区 鲤城区 洛江区

泉港区 石狮市 晋江市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厦门市： 思明区 海沧区 集美区
同安区

漳州市： 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
宁德市：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省 （21个）
济南市： 市中区 历下区 槐荫区

章丘市
淄博市： 临淄区
潍坊市： 昌邑市 高密市 诸城市

寿光市
烟台市： 莱山区 莱州市
威海市： 环翠区 荣成市 乳山市

文登市
青岛市： 市南区 市北区 崂山区

李沧区
泰安市： 肥城市 宁阳县

河南省 （18个）
郑州市： 二七区 新郑市 新密市

荥阳市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洛阳市： 吉利区 新安县
焦作市： 孟州市 沁阳市 温县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山区 淇县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县
平顶山市： 卫东区 湛河区
信阳市： 罗山县

湖北省 （29个）
武汉市： 江岸区 硚口区 汉阳区

武昌区
十堰市： 丹江口市
襄阳市： 樊城区 宜城市
荆门市： 东宝区 钟祥市
孝感市： 孝南区 汉川市 云梦县
黄冈市： 黄州区 罗田县
咸宁市： 赤壁市
荆州市： 松滋市
宜昌市： 西陵区 伍家岗区 点军区

猇亭区 夷陵区 宜都市
兴山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随州市： 曾都区
省直辖县行政单位： 天门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市
其他县级单位： 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

湖南省 （16个）
长沙市： 岳麓区 芙蓉区 天心区

开福区 雨花区 望城区
浏阳市 长沙县 宁乡县

株洲市：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
醴陵市 茶陵县 炎陵县

郴州市： 桂东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3个）

桂林市： 龙胜各族自治县
梧州市： 蒙山县
来宾市： 合山市

海南省 （4个）
海口市： 龙华区
省直辖县行政单位： 文昌市 琼海市
其他县级单位： 洋浦经济开发区

重庆市 （4个）
沙坪坝区 南岸区 北部新区 万

盛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川省 （19个）

成都市： 武侯区 青羊区 锦江区
金牛区 成华区 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 新都区 温江区
都江堰市 彭州市 邛崃市
崇州市 金堂县 双流县
郫县 大邑县 蒲江县 新津县
西藏自治区 （2个）

拉萨市： 曲水县
山南地区： 乃东县

陕西省 （5个）
延安市： 志丹县
宝鸡市： 太白县
安康市： 旬阳县
商洛市： 丹凤县 柞水县

青海省 （5个）
西宁市： 城中区 城西区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茫崖行政委员会 冷湖行政委员会
大柴旦行政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 （3个）
银川市： 灵武市 贺兰县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个）
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区
克拉玛依市： 克拉玛依区 独山子区

白碱滩区 乌尔禾区

加强美育和人文教育是时代的呼唤
■叶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再一次强调“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 指出要“改进美育
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一内容， 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加强大中小学的美育和人文教
育， 是时代的呼唤。

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 素质教育是德、 智、 体、 美全
面发展的教育， 它不仅包括科学教
育， 而且包括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
因为小康社会建设， 不单纯是一个
科学技术问题， 也不单纯是一个物
质问题， 它包含有文化的、 精神的、
价值的层面， 这就需要人文教育。
只有人文教育才能够提供价值导向
和人生意义。 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
都代替不了人文教育。 缺乏人文教
育， 就会出现价值评价颠倒、 价值
观念混乱、 精神空虚、 信仰失落等
现象， 就会出现精神危机， 社会的
安定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所
以我们在加强科学教育的同时， 还
要加强包括艺术教育在内的人文教
育。 要通过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不
断提高广大学生的品位和格调， 引

导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 更有价
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引导学生不断
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美育和艺术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和
谐有着其他教育不能替代的作用。 美
育和艺术教育的特点是通过维护每个
人精神的平衡与和谐来维护人际关系
的和谐。 荀子说过， 乐的作用是使人
心气平和， 从而达到家庭、 社会的和
谐与安定。 席勒也说过， 只有美才能
把和谐带入社会， 因为它可以在个体
身上建立起和谐。 这些先哲的话在今
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现在的大学生
和中学生中， 有不同心理障碍和心理
疾病的人数在增多， 学生中自杀的人
数也有所增多。 为了缓解这种状况，
除了加强德育、 智育之外， 还应该加
强美育和艺术教育。 美育和艺术教育
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 趣味、 气质、
胸襟， 能影响人的无意识层面， 这是
单纯依靠知识教育和说理教育所难以
达到的。

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我们更
加重视美育。很多人都意识到，我们已
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时代、创意的时代。
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意”？怎样
才能培养一批又一批真正善于创意的
人才？ 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令人焦
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钱学森先生
曾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钱学森先生

晚年一再说，根据历史经验，也根据他本
人的经验，为了培养杰出人才，为了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实
行科学与艺术相结合。 季羡林先生晚年
也一再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科学与
艺术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对于
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在
我们这个创意的时代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为了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 特别要
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艺术教育。 要确保
开齐开足农村中小学音乐和美术的课
程， 要采取措施解决农村中小学专职艺
术教师严重短缺的状况， 要加强专职艺
术教师的培训， 中央和地方财政要拨专
项经费改善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物质条件
（例如音乐、 美术教室和教学器材等）。

为了加强美育和人文教育， 我们还
要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环
境的建设。 我们的大中小学要尽可能地
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氛围， 大学
还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我们要创造
条件使大学生更多地接触艺术经典、 文
化经典， 用文化经典、 艺术经典引导青
少年去寻求人生的意义， 去追求更高、
更深、 更远的东西。 经典的作用不可代
替， 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

（作者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
任委员，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
授）

提高教师素质推进艺术教育科学发展
■杨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
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深
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 我感到
十分振奋。 全会提出： “改进美育
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全面把握三中全会精神， 科学地总
结历史经验， 清醒认识当前艺术教
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进而抓住要点推进艺术教育教学，
是我们落实好会议精神， 迎接艺术
教育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 特别是
新时期以来学校艺术教育事业的发
展轨迹，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从
贫穷落后向繁荣自信而挺进的国家
现代化建设步伐。 同时， 我们也清
醒地看到， 当前学校艺术教育教学
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离党中央的要
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面对问题，
当前必须通过科学分析， 梳理出工
作着力点， 才能有效推动当前的改革
实践。

大幅度提升艺术教师和艺术教育
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是关键。 这是因
为， 在教育改革发展从重数量需求向
重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 中
小学艺术教师数量不足、 开课不足、
设备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必将随着

国家对素质教育的推进、 高考制度的改
革、 农村及西部教育的政策和投入机制
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而逐步改变，
而艺术教师的审美素质、 人文素养的提
高问题， 却随着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广大
人民群众对优质艺术教育的更高需求而
日益凸显出滞后的现状， 成为制约艺术
教育发展的瓶颈。

艺术教育教学的质量问题， 归根结
底是教师的质量问题。 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 教师的理念、 素养和方法， 直接对
学生产生影响。 任何好的制度、 教材和
设备， 都不能替代一个好教师对学生成
长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伴随文化交流全
球化、 文化传播网络化、 视觉化的现代
审美文化新形态， 时代对艺术教师的素
养与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因而提升艺术
教师的审美素质、 人文素养、 文化视野
和文化自觉意识， 更新观念、 方法与手
段， 已成为当下艺术教育改革应对新形
势、 提升教学质量的紧迫任务， 也是当
前推动艺术教育在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的
“牛鼻子”。

我以为， 从目前艺术教育面临的问
题看， 提高教师水平的工作着力点可以
是：

一、 教育部门逐步探索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在岗教师 （包括教研员） 长效培
训体制和机制。 在现有的“自上而下”
培训基础上，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教师培

训的方式， 逐步探索建立“自下而上”
的在岗艺术教师工作一定年限后强制进
修学习的制度， 促使教师培训逐渐从
“要我学” 发展为“我要学”。

二、 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专业应深
化课程教材改革， 摒弃目前重专业技
能轻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弊端， 强化教
育教学实践环节， 培养适应基础教育
需要的新师资； 同时， 高校要适应中
小学教师在职培训需要， 研制开设各
类培训课程， 承担教师进修学习任务，
把新师资培养、 在岗教师培训、 教学
质量管理等工作建设成一个人才、 研
究、 培训、 管理互为依托又互相促进的
系统工程。

三、 国家应建立艺术专职教师和农
村地区兼职师资任职资格的专业化标准
和分层、 分级指导制度， 用制度保障事
业发展。 这是解决农村地区兼职艺术教
师配备， 提高兼职教师质量的有效方
式。

四、 艺术教育委员会和教学研究部
门应建立全国优秀艺术教师教学档案
（文字和视听材料） 库， 加强对其教学
案例的研究和总结， 作为教师培训的重
要内容之一， 这将对教师培养、 培训起
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者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 研究员）

学校体育工作要成为素质教育新抓手
■吴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全面规划了中国改革的蓝图，
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了重要部
署。 在这个部署中， “强化体育课和
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
魄强健”， 短短30个字， 振聋发聩。
让全国人民、 全体教育工作者， 尤其
是学校体育工作者备感振奋与鼓舞。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和复杂
的国际形势， 学校体育工作要成为中
国素质教育改革新的抓手而不是发展
的瓶颈，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要成为中
国现代化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以及强
大国防力量的坚强基石而不是致命
“短板”。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强化体
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 重大的责任落
在了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身上， 特别
是体育教师身上， 体育教师必须勇于
担起此责任。

但是， 相对于全国2.6亿名在校
学生、 62万所各类学校， 我国的体育
教师人数依然严重短缺。 为了能够担
负起国家和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 体
育教育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有所突
破。 具体而言， 一是要增加体育教师
的编制， 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二是要

强化体育教师的培训， 要以提高体育
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技能为重点，
构建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平台， 保证在
职体育教师培训全覆盖、 无遗漏。 同
时， 要立足现实， 着眼挖潜。 体育教
师要胸怀天下， 以提高中华民族身体
素质为己任， 脚踏实地、 身体力行。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强化体育课
和课外体育锻炼， 高等院校体育教育
专业设置和体育教师培养必须面对新
挑战， 寻求新突破。

当下体育教师的培养， 主要依赖
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 与基础
教育领域中的体育教学和课程的改革
进程相比， 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
改革已经远远落后于前者， 无论是专
业设置， 还是学科建设， 许多方面都
不能适应体育教学实践的需要， 极大
制约了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因此， 从学校体育长远发展考
虑， 高等院校对体育教师的培养， 要
开放办学， 根据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
需求调整专业结构， 修改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 科学设定适合各级各类学
校的体育教师培养计划和标准， 将更
多的教学时间放在体育技能和教学技
能的培养上。 为解决广大农村地区体
育教师缺乏等问题， 还需定向培养有
志去农村工作的体育教师。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强化体育课和
课外体育锻炼， 为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
提供必要条件是各级政府的义务和责
任。

总体上看， 目前， 学校体育场地器
材设备建设还不能满足体育教学和学生
体育锻炼的需要。 一是配备不足， 能够
基本达到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基本
标准》 有关规定的中小学不足50%； 二
是经费投入存在“重设施建设， 轻日常
锻炼器材配备” 的倾向。 巨大的投入
“一次性” 用于运动场馆建设和大型器
材购置上， 而学校最需要的、 每年投入
到日常体育器材补充的经费却得不到保
证。

因此， 从保障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条
件的角度， 各级政府要更多地履行责
任。 首先， 要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提
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列入政府民生工
程， 加大投入， 整体规划学校体育工
作， 适时启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计
划。 仅仅靠个人、 家庭、 学校和教育部
门的“单打独斗”， 无法建立起促进学
校体育改革的长效机制。 其次， 要建立
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性经费保障机制， 将
学校体育经费按照不低于8%的比例列
入办学经费中。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
卫生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进一步深化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改革
■季浏

对于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明确指出： “强化体育课和课外
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
健。” 这一精神和要求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为我国学校体
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体而
言，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可以在培养理
念、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课程内
容、 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
新， 使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未来的
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为促进
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做出更大
贡献。

更新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理念是核
心。 培养理念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
题，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应将学生的专
业意识和理想追求放在人才培养工作
的首位， 培养专业学生热爱体育教育
教学工作， 为未来从事体育教育教学
工作感到自豪和骄傲， 乐于为促进学
生的健康发展贡献毕生精力。 只有这
样， 他们才能在未来的体育教育教学
岗位上为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尽心尽
责， 使体育教育教学岗位成为成就他
们梦想的地方。

明确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是根
本。 毋庸置疑， 今天培养的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绝大多数便是明天的体育教
师。 要使他们成为合格的体育教育专
业毕业生， 首先要将其培养成合格的
大学生， 其次才是可以胜任体育教育
教学工作的“准教师”。 也就是说， 要
使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未来成长为
合格甚至优秀的体育教师， 我们的培
养目标首先要定位于教育工作者， 然
后才是体育教育工作者。 只有明确了
专业培养目标的层级， 才能使专业学
生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从事体育教
育教学工作。

优化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是基
础。 培养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课程体系既
姓“体”，也姓“教”，前者指向体育教育专
业学生应该掌握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后者指向他们应该具有教育工作者的行
业属性。 这一双重属性决定了体育教育
专业的课程体系应该包括教育类知识和
体育类知识， 由此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未
来体育教育工作者。 课程体系还应考虑
理论课与技术课的比例问题， 因为作为
一名体育教育工作者， 既要有专业的运
动技术技能，也要有专业的理论素养。

调整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是关
键。 课程内容关系到专业学生能否掌握
到未来从事体育教育教学工作的知识、

技能和方法的问题。 课程内容应高度重
视几个方面： 一是内容要有助于专业学
生未来从事体育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内
容要有助于专业学生理解如何通过体育
教育教学的手段和方法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 体魄强健； 三是内容要有助于专业
学生既掌握基本的知识、 技能和方法，
又了解国际最新的学校体育方面改革和
发展动态， 培养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

改革体育教育专业教学方式是途
径。 要将讲解式与课堂讨论、 主题演
讲、 见习实习、 课外阅读或练习、 小型
课题研究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 研究能力
和创新能力。 理论课教学要注重理论与
实践相联系。 技术课教学在重视提高专
业学生某一项运动技能水平的同时， 不
但要重视发展学生教该项运动技能的能
力， 还要教会学生掌握面向不同学段学
生授课的教学方法。

总之， 未来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建
设和发展应紧紧围绕党的三中全会精神
来进行， 牢牢树立“立德树人” 和“健
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 培养专业学生的
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引导专业学生在
未来的工作中有效承担起体育教育教学
的重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
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