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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微信督导拉近了
家校距离

湖南新晃开通了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平台———
“新晃教育督导”。点击进入微信，可看到政策法规、
工作动态、意见通报三大主栏目，主栏目下面还有
减负规定、新闻信息、举报投诉等15个子栏目。

师生和家长只要用手机对着二维码扫描一
下， 就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新晃教育督导”， 了
解教育督导法规政策与工作动态， 还可以通过微
信直接将建议或投诉发送给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督学一进入校门，就可以用手机进入微信，将
其位置信息发送到“教育督导工作群”里。 自从起
用微信后， 督学们奔赴各自督学责任区开展工作
时，通过微信留言，发送即时定位消息，直接向县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报告备案。

督学进入班级听课时， 还能记录课堂片段实况。
对于学校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也能通过微信
实现远程监控和现场取证，便于随时调用待查。

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文字、 图片、 视频
资料通过微信发送到县教育局和县政府教育督导
室， 为教育督导工作提供了大量生动、 鲜活、 翔
实的素材与案例。

“4月9日上午，我们在林冲学校听了张于扬老
师八年级的一节数学课“菱形”，并对林冲五所村
小的督查情况进行了反馈，提出了几点建议……”

这是该县第二督学责任区办公室主任杨军的
督学日志。 从2014年督学责任区办公室正式成立
以来， 杨军主任的QQ空间共有督学日记270余篇，
平均一天一篇日志。

为切实将督导工作做到实处，该县要求，各责
任区专职督学每人申请一个工作专用号， 坚持每
周发表督学日志3篇以上。督学们通过撰写督学心
得，图文并茂地还原当天开展工作的真实情景。

同时， 教育局主要领导和各责任区联系领导
可以通过查阅督学日志， 全面掌握全县学校整体
情况和各自分管学校具体情况。

年终考核时，县政府教育督导室还可根据每位督
学日志的内容、篇幅、质量和篇数等硬性指标，客观公
正地评价考核每位督学的工作。

现在， 微信群成了督学们与校长交流经验、
分享心得、 沟通协调、 反馈意见的最佳渠道。

（作者为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
局武邦能等）

新建校舍850栋，总投入超过55亿元，广东茂名凝心聚力开展“教育创强”———

不建楼堂建学堂
■本报记者 刘盾

特约通讯员 王志维 梁镇源

广东茂名信宜市委、 市政府的
两栋办公楼已使用30多年， 楼身
破旧斑驳， 目前均被鉴定为D级危
房。 原在两栋楼内办公的相关部门
不得不异地办公。

同样是信宜， 镇隆镇的第一中
学就显得豪华大气多了， 教学楼整
洁漂亮， 标准足球场绿草茵茵， 实
验室设备先进齐全。

这个强烈的对比源于近年来广
东茂名开展的“教育创强”工作。 自
2012年以来，全市各级部门将最大
的力量投入教育， 为的是彻底改变
当地“老、旧、小”校的面貌……

从镇到村， 所有学
校都要实现标准化

曾银雨家住茂名化州市旺竹圩
村， 距东方红小学不到一公里。 但
在2011年家人还是将她送到7公里
外的化州市第十小学。

在创强之前， 东方红小学没围
墙、 操场， 校内有一栋被鉴定为D
级危房的两层小楼， 还有一栋主体
完工的3层小楼。 周边的村民纷纷
择校， 把孩子送到远处求学。 当时
东方红小学6个年级只有189人。

创强前， 高州市南塘镇22所
完全小学和两所教学点的大部分校
舍都很简陋， 没校门、 围墙、 电脑
以及实验室， 大多没专职音体美教
师。 由于教育落后， 学生流失严
重， 其中15所完全小学、 教学点
的学生数量不足100人。

茂名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
罗欣荣说， 按照省政府教育“创强
争先建高地” 的要求， 必须把全市

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和街镇中心幼儿
园都建成标准化学校。

要完成这个目标， 茂名需新建
教学楼、 学生宿舍、 食堂850栋，
维修改造学校2000多所， 预计全
市创强总投入将超过55亿元。

这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刚突破
100亿元的茂名市来说， 显得特别
艰难。

茂名市教育督导室主任陈荣介

绍， 该市积极争取到12亿元广东省
创强专项经费； 同时加大市级奖补力
度， 落实奖补资金4亿元， 向农信社
贷款两亿元。

该市还确保教育经费达到“三个
增长”、 “两个提高”。 为确保专款专
用， 茂名市、 县两级全部设立财政教
育资金专户。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 茂名市
按照“党委统揽、 政府负责、 教育牵

头、 镇街主创、 部门支持、 社会参
与” 的工作机制， 打响了创强攻坚
战。 对工作相对落后的镇 （街）， 市
领导亲自约谈当地负责人。

为推进建设， 茂名市政府还创新
了项目审批机制， “一站式” 审批实
现了多部门联动， 校舍建设审批时限
从过去的310天缩短到43天。

社会参与， 鼓励社会
资金进入教育领域

茂名市2014年人均生产总值仅
3.8万余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茂
名市政府财政收入不多， 还面临人口
基数大、 地方基础建设薄弱等难题。
受经济发展状况制约， 茂名市教育历
史欠账不少。

茂名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梁旭全
介绍说， 该市通过出台 《茂名市社会
捐资助学暂行办法》、 扶持成立教育
基金会等方式，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
进入教育领域。 全市共筹得创强捐款
达8.2亿元， 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各界
人士热心助学的感人故事。

化州市石湾街道长坡小学一直没
有操场， 邻近的7户村民拆除自家祖
屋， 无偿让出近1000平方米的宅基
地， 让学校建操场。

高州市广大教职员工利用课余及
节假日时间平整体育场， 义务献工达
28万人次 ， 为该市创强节省资金
2800多万元。

原来， 南塘中心学校的宿舍是教
室改造的， 学生只能4个人挤在一张
双人床上； 没有食堂， 学生吃饭只能
蹲在空地上。

现在， 南塘中心学校新建了食
堂、 宿舍楼， 配备了新的饭桌椅、
双人床， 专职音、 体、 美教师也从
1个、 1个、 0个增长至3个、 3个、

两个。

学生回流， 老百姓对
教育越来越满意

如今东方红小学不仅建教学楼、
塑胶跑道， 还配备了电脑室、 实验室
等功能室， 吸引外流的学生纷纷回
流。

曾银雨与同村在外上学的小伙伴
都转入了东方红小学， “我们学校的
楼房不比市里的小学差， 老师我也很
喜欢。” 今年， 东方红小学学生总数
比2012年增加近一倍。

创强不仅让茂名市学校旧貌换
新颜， 还让该市学校教育质量“水
涨船高”。 茂名市第九小学一 （3）
班学生谭贤景与班内同学一一握手，
同学们一一说出他的优点。 这是班
主任吴玉婷发现谭贤景因缺乏自信
不敢回答问题而开出的“药方”。 药
到病除， 谭贤景慢慢开始积极回答
问题了。

“现在班内只有48名学生， 我才
有条件因材施教。” 而在此前， 班内
70多名学生， 吴玉婷连维持好上课
纪律都很难， 无暇关注到班内每个孩
子的优缺点。

家门口的学校质量高了， 老百姓
择校也少了。 今年秋季开学后， 茂名
市市直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一
年级平均每班47.4人， 初中一年级平
均每班51.2人。 原来市区大班额的问
题得到了基本化解。

下一步， 茂名教育要向高质量冲
刺。 目前， 茂名市第九小学的管弦
乐、 茂名市第十五中学“五个小” 科
技活动、 茂名市第一幼儿园“快乐体
育” 活动等校本课程正如火如荼地推
进， 该市已有200多所学校初步形成

“一校一品” 或“一校多品”。

区域透视

督导在线

茂名需要新建楼房850栋， 维修改造学校2000多所， 全市总投入
超过55亿元。

通过出台 《茂名市社会捐资助学暂行办法》、 成立教育基金会等
方式， 全市共筹得8.2亿元。

高州市广大教职员工利用课余及节假日时间义务献工达28万人
次， 为该市创强节省资金2800多万元。

化州市石湾街道长坡小学邻近的7户村民拆除自家祖屋， 无偿让
出近1000平方米的宅基地， 让学校建操场。

新新学学校校开开起起了了书书法法课课。。 刘刘盾盾 摄摄

荩荩创强数字

在这里， 读懂教育
在这里， 追寻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