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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出发经福银高速公路，
驱车 160 多公里历经两个半小时，
我们到达了江西省金溪县城。与别
的县城不同，宽阔的马路，格外整洁
的街道是这个小县城给人留下的第
一印象。

一见到我们，县教体局局长邱
广文很兴奋：“你们来得正好，明天
就是县里的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我们一起去看看。”

政府出力助跑教育
当记者跟随经验交流会队伍来

到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当中的金溪县
教育园区(金溪一中新校区)时，宽敞
的大门、精美的浮雕吸引了很多成
员的目光。作为金溪县最大的民生
工程，金溪县教育园区总建筑面积
达 12.8 万平方米，建成之后可容纳
8000 名高中生和 1000 名初中生入
学就读，切实解决县城学校大班额
的问题。

作为一个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
元的小县，金溪县在教育上却相当

“舍得”。近几年来，在城区新建了

两所花园式城区小学，改扩建了县
保育院。2013 年县政府投资 4000
万元建成锦绣小学，2015 年又投资
4.5 亿元启动金溪一中校区、金溪县
第六小学（心湖谭兆小学）、白马路
幼儿园三大重点工程建设。农村学
校共投入 1.7 亿元用于新建教学用
房、校园改扩建等建设。

早上6点多天才蒙蒙亮，记者一
行便驱车前往黄通中心小学。这是
离金溪县城最远的一个学校。当车
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
时停在学校门口时，记者看到这所
大山最深处的学校是当地最美的建
筑。方紫荆是黄通中心小学的一名
普通教师，2015 年她刚从东华理工
行 知 学 院 毕 业 ，就 来 到 了 这 里 任
教。尽管学校离县城很远，但方紫
荆表示很习惯也很喜欢这里。

近三年来，金溪县政府通过定
向培养、面向社会招聘、引进外地人
才等各种途径，大量招录和引进优
秀人才。边远山区教师补贴己达人
均每月 600 元。教师平均工资比公
务员每月高出 200 元以上。目前，

金溪县为全县教师购买了医疗补充
险，实现了教师医疗费用与学校负
担脱钩。同时还在全县统一发放退
休教师的降温费、烤火费等福利。

教育联盟出成效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仅 仅 是 第 一

步。教育联盟建设，则切实缩小了
城乡学校间的差距。

去年 10 月 28 日，金溪教育联盟
成立，县教体局创造性地在7个城乡
教育发展共同体基础上，采取“1+
N”联合办学方式，进行了优化升级，
调整为以县城学校为龙头，与农村
三至四所学校结成教育联盟。最终
经双向选择和教育局调剂，共组成
了秀谷一小、实验小学、金溪二中等
9 个教育联盟。联盟学校实行学校
管理传输借鉴、学校文化共建共生、
学校师资互派共享、党建工作共同
促进、学校发展捆绑评估等原则。

金溪是劳务输出大县，留守儿
童多。以二中云林校区为例，留守
儿童就占了三分之一。为此,金溪
二中教育联盟党建工作以关爱留守

儿童为切入点,发起了联盟内城乡
学校间的党员爸爸、党员妈妈关爱
留守学生结对帮扶活动。孩子过生
日,党爸党妈买来了生日蛋糕；孩子
有困难，党爸党妈及时引导。党爸
党妈还常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活
动，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
打羽毛球。逢年过节，一些城里的
党爸党妈还把农村的孩子带到自己
家里一起欢度节日。

2014 年 7 月,金溪作为江西省
校长教师轮岗交流第一批试点县,
认真开展了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工
作。两年来,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人
员共计 388 人，涉及交流轮岗学校
135 所。通过 9 个联盟，真正把交流
轮岗的阳光雨露洒向农村。

文化立校显活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记者一进入仰山学
校大门，就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
息。校长丁国臣介绍了学校的三大
景观文化:镌刻“一训三风”的石雕
书、镌刻着办学理念的大型文化石、

充满教育魅力的“陆品学园”。尤让
人称道的学生社团活动是仰山学校
的特色课程，也是校园文化内涵的
具体体现。

学校打破年级、班级界限，以学
生兴趣为出发点，开设了书法、科技
小制作、名媛绅士等 44 个社团。社
团活动做到“五固定”（教师固定、学
生固定、内容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
定）和“六有”（有名称、有团旗、有徽
标、有目标、有计划、有考核）。

秀谷二小自 2010 年 5 月起，坚
持写字教学，并把书法教育作为学校
的特色教育，与其他课程相融合，催
生了英语与书法、绘画与书法、音乐
与书法、中队会与书法等多种课程。

此外，金溪县还通过专家指路、
名家授道等方式开展县域文化规划
和校园文化建设，立足本县教育现
状，树立了“文以养心，书以载道”的
文道教育。在文道教育的引领下，
金溪县首批创建金溪二中、锦绣小
学、仰山学校、实验小学、琅琚小学 5
所校园文化建设试点学校，以点带
面提升全县校园文化建设内涵。

江西金溪加大政府投入、推动教育联盟、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一个财政小县的教育大投入
本报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向晴 曾维平

近日，浙江衢州一中高三教师变身食堂工作
人员，为学生发放由教师亲手制作的发糕和粽
子，帮助高三备考学生温馨减压。

临近中午，衢州一中高三 （17） 班的姜欣
怡和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楼食堂，排队就餐，忽
然发现穿着工作服、带着口罩打菜的大叔和平时
明显不一样。定睛一看，“这不是班主任老柴
吗？”姜欣怡尖叫了起来。“那是我们地理老
师”“那是我们英语老师”⋯⋯同学们惊喜地发
现，今天打菜的全部是高三年级的老师，惊喜、
尖叫、欢呼，食堂瞬间沸腾，同学纷纷寻找自己
老师打菜的窗口。

好不容易姜欣怡轮到了，老柴面带微笑地边
为她递来了发糕、粽子和菜，边说“要高中 （高
中状元） 哦”。刚想刷卡，老柴说今天免费。“糕
粽、高中，这样的感觉简直太棒了！”姜欣怡激
动地说，然而惊喜远不止这些。

打好饭菜坐定，音乐响起，一群高三教师拉
着“你我共努力，糕粽 （高中） 必有时”的横幅
走了进来，食堂电视机上播放着老师们昨晚包粽
子的场景。有些老师第一次包粽子，虽然手法生
疏，但全神贯注，仿佛要把自己对学生的所有的
爱和祝福都包进去。“原来，这些糕粽竟然是昨
晚高三老师们亲自包的”，看到这里姜欣怡不禁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前一天晚上，高三老师经过
近三个小时的奋战，在食堂员工的帮助下共计包
粽子1600多个，包好的粽子全部冷藏保存。

“校长来了！”食堂再一次沸腾起来，食堂里
响起了校长徐衍昌慈祥亲切地声音：“亲爱的高
三同学们，6 月 9 日是端午节，而同学们正在高
考，今天，学校给同学们提前过个端午节，品尝
你们的老师亲手包的粽子，祝愿同学们在高考中
一切顺利，“糕粽”（高中） 金榜！” 食堂里掌
声雷动，许多同学流下了眼泪。高三老师们又给
同学们送来了水果，食堂电视里开始播放 2015
届毕业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祝福，师生开始互喂
水果，此刻的食堂好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师生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眼里闪烁着感动的泪
水。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在
送给老师的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感言。徐梦琪在给
班主任的卡片中写道：“在这个美妙的日子里，
一场爱的‘糕粽’盛宴悄然而至，心中只剩下感
动与决心。视线模糊，但内心奋斗的目标越来越
清晰。”

“糕粽”盛宴 温情减压
通讯员 谌涛

本报讯（通讯员 赵蕾 孙嘉
璐 记者 蒋亦丰）一艘写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巨轮行驶在海上，向
远处朦胧灯塔前进着，烙着“中国共
产党”的灯塔正发着耀眼的光芒⋯⋯
近日，浙江财经大学的 20 多名党员
学生将党章绘成漫画，把“两学一做”
搬到了校园的宣传栏和墙上。

参与作画的学生潘梦瑶介绍说，
他们将《党章》以整幅、四格、族谱等
三种不同的漫画形式来表现。“整幅
表现一个主题，可以强调那幅画所表
现的党章内容；四格是通过一个个小

漫画拼贴而成的；族谱就像连环画，
能让党章变得很连贯，因为党章本来
就是一条接着一条的。”

“用漫画的形式来学习党章，让
人耳目一新。与条条框框的文字不
同，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能让人把
党章的内容记得更加清楚。”学生方
成看后说道。

校团委负责人沈鑫泉表示，这
次活动使学生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深
入地学习了党的知识，受到了党员
学生的一致好评，学校还将继续深
入开展此项活动。

浙江财经大学：看着漫画学党章

■新闻故事

■基层速递

图为安徽合肥五十
五中学琥珀名城校区小
学部的孩子们正在该校

“课程超市”里专注地学
习。该校充分依托城市
少年宫，开设了多元化
的社团活动课程。社团
里，腰鼓、武术、陶艺、泥
塑等精品课程的教学，
保存和传承了中国古代
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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