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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区青龙路小学，原计划
于今年 9 月份开学投入使用的一栋综合
大楼，只因为一个团队的意见，一直没
有使用。

这个团队，就是青龙路小学家长督
学队伍。原因就是，细节上的安全问
题。楼道、走廊棱角尖锐、未包边，玻
璃门上没有小心玻璃醒目标识，插座周
边缝隙太大⋯⋯

青龙路小学校长陈雅琳说：“家长注
意了这些平时旁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
可能就会避免一些不安全的大问题。”

在南岸，类似于青龙路小学家长督
学拥有如此权力的案例还有很多。近年
来，南岸区“敢吃螃蟹、先行先试”，成
立学校督导工作室，2016 年新创建学校
督导工作室联动片区，加强对校内督导
的组织管理，启动“现代学校发展”专
业督评，助推南岸教育实现现代治理、
走向优质均衡，向教育现代化迈进。

督学队伍建设 体现广泛、民主

“能够看出这些细节上的安全问题，
其实还是有一定专业性的，需要具备一定
的工程监理的知识。”青龙路小学督导工作
室主任杨娜娜介绍说，“而我校的家长督
学团队中就有一位这样的专业人士——
石贤中，重庆某建筑公司工程师。”

9 月 30 日 9 点，记者跟随石贤中带
领的安稳后勤小组对综合大楼进行复
查，其他两个小组分别去复查学生成长
服务中心、教师管理服务中心，对9月8
日督查出来的 23 个问题进行一一复查，

“楼道、走廊棱角已包边”“玻璃门上已

经张贴小心玻璃醒目标识”“插座周边缝
隙安排十一期间整改”⋯⋯每查一项就
在整改情况汇总表上打勾，完全是一个
专业的工程验收、监理过程。

11 点，家长督学三个小组集中，大
学教师家长汇总意见，形成反馈报告
书，律师家长对报告书进行复核。12
点，反馈报告书送到校长陈雅琳手里，
家长离校。

整个过程，家长自主管理、高效工作，
学校人员没有参与、没有干预。这背后是
学校一整套制度在发挥作用。《督导室工
作基本任务十个一》等 5 项制度、《家长督
学管理办法》等 6 项职责，《督学课堂观察
与评价量化表》等 8 项规范化操作手册，
共同构建起了以学校督导工作室为主体、
家长和社会督学为两翼的“一主两翼”学
校督导体系。

杨娜娜介绍说，学校遴选家长督学
时，充分考虑了人员构成的广泛性，这一
届家长督学中有退休教师、律师、工程师
等，这才能保证家长督学团队构成的广泛
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目前，南岸各学校聘请了家长、学
生、社区街道群众、教育行政部门、教
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代表组成督导队
伍，人数 1400 余名，扩大开放办学力
度，体现多元办学利益共同体参与、互
动、协商与善治的教育治理新理念。

督导项目选定 体现特色、深度

队伍有了，但能不能深度参与管理？
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南岸区教育督

评中心副主任董宏燕的心里。在她看

来，督导内容和项目的选定要做到有特
色、有深度，常规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
合，才能真正发挥督导的作用。

在龙门浩小学，除了定期开展家长
视导员培训会、随堂听课、联席座谈等
常规督导，还引导家长视导员真正走入
学校管理深水区，开展特色专项督导，
例如放手让家长视导员全权负责测评教
师教学质量保障经费的等级、发放。

校长吴红川告诉记者，这项经费能
够占到教师绩效工资的一半，因此教师
都很关心。测评方案的制订、发放、统
计等都由家长视导员自主完成，“我每次
拿到的都是最后的评价结果。”这个过程
中，行政和教师完全不参与。

类似的专项督导，在南岸还有很
多。“目前，南岸已经完成幼儿园、小
学、中学、中职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
校的督评指标，并初步形成体系，强化
了督导项目标准化、专业化，为校内督
导提供了自评标准，为专业督评提供了
一把标尺，更是形成校内外督导合力，
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独立评”职能，监
督、指导与服务现代学校发展。”南岸区
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赵波说，下一
步，南岸区将探索学校自评、督评中心
专业督评 （含购买专业机构服务） 与社
会测评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督评体系。

督评结果运用 突出科学、严格

“督导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还在落
实。”从事教育工作 30 余年的赵波深
知，督导的方向在哪里、最终的落脚点
在哪里。

南岸区紧紧围绕评价与发展结合，
强化督评结果运用，促进学校走向现代
学校。

在南坪中学，所有工作全部被纳入
学校发展与评价中心的考核当中，行
政、教学等工作全部被量化，治理学校
有了标准、有了评价。

南坪中学学校发展与评价中心主任
许世林介绍说，中心的职能分为三个：
督导、评价、发展。

在督导过程中，督导主体是多元化
的，分成五个小组：教育督导组、教学
督导组、行政督导组、校外督导组、学
生督导组，采取网格式全覆盖督导，每
月发布督导简报，必要时还发布周简
报、日简报。

在督导的基础上，学校建立了完
善、科学的评价机制，制订了 《南坪各
中学中心工作考核方案》《南坪各中学年
级考核方案》，把学校所有工作全部量
化。

督 导 工 作 例 会 、“ 学 生 校 长 面 对
面”、督导简报整改情况等多层面、立体
式的评价反馈形式，让督导结果能够最
大限度得到运用。

如今，在南岸，督学可以随时进
校、随时督查；家长督学从原来只唱赞
歌，到现在也建言献策；学校发展由原
来的“一元管理”发展为“多元评价”，
推进了现代学校治理。

“督评有时会让你脸上红红，但是心
里暖暖。”赵波说，有了督导这个法宝，
管理教育感觉更踏实，校长办学也更有
底气，区域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得
以深化。

重庆南岸：督出现代学校
本报记者 禹跃昆 胡航宇

■看基层

■基层速递

本报讯 （通讯员 郑利军）
近日，云南省德宏州印发 《关于
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帮扶计
划 的 通 知》， 根 据 教 育 帮 扶 计
划，从 2016 年秋季学期开始，
州、县财政按照“1555”标准，
对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给予
教 育 精 准 扶 贫 补 助 。“1555”
即：学前教育补助标准为 1000
元/生/年；普通高中在落实免除
学杂费政策的基础上，按 500
元/生/年的标准给予补助；中职
中专补助标准为 500 元/生/年；
大 学 和 高 职 高 专 补 助 标 准 为
5000元/生/年。补助对象按照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列补助、出列
不补、入列补助”的原则，按年
动态调整。

据悉，在整合部分省级助学
资金的基础上，德宏州全面整合
州、县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资
助政策、资金，安排专项资金，
建立资金周转、循环“池子”和
机制，按规定进行教育精准扶贫
补助，做到教育帮扶覆盖全体建
档立卡贫困户、覆盖学前到大学
教育的全过程。

据测算，该项计划将惠及全
州 5452 名学生，州、县财政每
年将安排补助资金940余万元。

云南德宏

贫困帮扶做到“两个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冯丽 通讯员 冯友

松）“每月乡村教师生活补助250元，乡镇
干部工作补贴 580 元，两项加起来每月净
增 830 元，不仅改善了我们山区教师的生
活质量，更让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近日，距离县城 27 公里的陕西
省汉阴县铁佛寺镇中心小学教师龙宗维
感动地说。

汉阴县是个国贫县，近年来，县委县
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提高教师
待遇作为教师安心乐业举措之一。2015
年 3 月，汉阴县教体局、财政局联合下发

《汉阴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根
据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等因素
分档确定补助标准，重点向条件艰苦的乡

村学校和教学点倾斜，将全县学校分为三
类十档，按 50 至 500 元定岗按月考核发
放。今年又将乡村教师纳入乡镇干部工
作补贴发放范围。每年县财政拿出 730
余万元保障两项补贴制度叠加执行，惠及
全县1300余名乡村教师。

“1+1”津补贴制度实施后，在全县教
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所释放出的信号让
广大乡村教师倍感振奋。偏远乡村教师
的心安了，工作劲头足了，要求调动的少
了，甚至还出现了城里教师积极到乡村任
教的现象。

漩涡镇小学除了本部以外，还管理着
几所完小和教学点。校长何志前说：“待
遇提升留住了乡村教师，以前大家都是争

着往城镇学校调，不愿意去偏远的村小和
教学点工作，以至于县里要求搞的支教活
动，只能让教师轮流去。现在镇中心小学
不那么俏了，甚至出现了中心小学教师抢
着去村级完小和教学点任教的现象。”

乡村学校成为“香饽饽”，优秀教师愿
意来、留得住，基层学校的校长们心里也
踏实了。铁佛寺镇中心小学校长金传松
说：“这些政策的实施给长期驻守山区的
教育工作者注入一针强心剂，大大激发了
山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职业幸福
感，学校的管理难度也随之减少。”

“让乡村教师住有所居、晋职有望，
待遇提高了，尊师重教氛围浓厚了，优
秀教师愿意到乡村、也乐意留在乡村安

心任教，城乡师资自然也就均衡了。”汉
阴县教体局局长张小泉说。

如今在汉阴县，乡村教师纷纷要求
调到城区或城区周边学校的现象明显减
少，特别是条件最艰苦的南北两山学
校，以往每年有上百人请求调动，现在
城里教师进乡村成了潮流，山里优秀教
师反倒不愿进城了，乡村学生进城读书
热也开始“退烧”。

汉阴县县委书记周永鑫说：“我们要
坚持把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当作一
项系统工程来谋划、实施，努力增强教
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逐步使

‘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教师，幸福指数最
高的人群是教师’在全县成为现实。”

陕西汉阴：“1+1”津补贴“强壮”乡村校

近年来，青岛市注重培养中小学生及幼儿
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各校纷纷组织学生学习插
花工艺、陶艺、钳工等生存课程，让学生学会
简单的日常生活小制作，把书本知识以外的教
育内化为自我发展的动力。日前，青岛河西小
学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到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

“爱木艺——小工匠大课堂”青少年木工手作
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把课程社会化。图为基地
木匠教师正在指导学生制作木艺动物卡通。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培养小工匠
构建大课堂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李 先 志
周作虬 艾志飞）“虽是一次财
政买单的免费体检，但却体现县
委县政府对我们教师的关心和厚
爱，这是真正为我们教师办实事、
做好事。”近日，接到县里专门安
排全县乡村学校在职教师体检的
通知后，湖南永州蓝山县大桥瑶
族乡学校校长冯劭卿十分激动。

为提高广大教师生活质量，
关注教师身心健康，鼓励教师在
乡村中小学校长期任教，蓝山县
组织全县乡村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在县中心医院进行一次体检。据
悉，此次体检蓝山县财政将专门
安排 36 万元经费，体检项目有
各器官彩色 B 超、血常规、尿常
规、肝功能、血脂全套、血糖、
心电图等。其他项目由教师本人
根据学校配套经费情况和自身身
体状况自行选择。

蓝山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这次体检可以全面了解
教师的身体健康数据，评估教师
健康状况，并对其建立健康档案
等。

湖南蓝山

为乡村教师送上一份“健康礼”
当黑白相间的足球与菁菁校园不期

而遇，会是怎样的情景？
足球自从进入山东淄博实验中学，

就像找到了“家”。
为突出体育育人，打造拳头项目，

淄博实验中学确立了“创建校园足球品
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足球工作思
路。基于“阳光体育，快乐足球”理
念，学校打出了三板斧：

实施足球选修教学。学校把足球项
目纳入校本课程开发重点，组织专业教
师根据各年级授课情况，编写校本课程
教材。

开展校本足球课。科学制定校本课

程内容和评价办法，选派专业教师，每
周每年级开设一次校本足球教学。

抓好校园足球联赛。在抓好足球常
规教学的基础上，学校举办级部足球联
赛，像高二级部的“五人制”足球比赛
已成为学校的传统赛事。

足球选修教学、校本足球课和校园
足球联赛，三者相辅相成、共通共融，
让淄博实验中学变成了朝气蓬勃、活力
四射的乐园。

自从球队拿到全省冠军、全国亚军
后，足球场上踢球的孩子更多了。学校
校园足球条件保障已经成为常态，场
地、设施、器材等一应俱全。尤其在经

费保障方面，更是做到了“予取予求”。
据估算，仅2015年学校在足球队外出参
赛上就投入了20余万元。

在淄博实验中学，校园足球发展的
硬件可谓“很硬”，软件亦“不软”，因
为学校拥有一支以“无胆英雄”为核心
的教练团队。

“无胆英雄”谓谁？足球队主教练张
方军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足球队员李
功豪介绍了“无胆英雄”这一雅号的来
历：2014 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期间，张
老师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伤口还没愈
合，便从淄博赶赴上海指挥比赛。他没
有抱怨，没有牢骚，有的只是每天的付

出与坚守。为此，大家都很感动，亲切
地称他为“无胆英雄”。

事实上，学校的三名教练员张方
军、谢良汇和刘华，除了带领足球队训
练，还要完成正常的体育教学工作，多
的时候一周要上21节课。

足球队员吴润芃说：“他们的无私付
出，感化着每一名队员，这也为我们训
练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作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示范试点学
校”“全国校园足球工作先进单位”，淄博
实验中学校园里，无不闪耀着校园足球的
灵动光辉，无不包蕴着校园足球的“健康”

“快乐”“成长”及其“育人”的因子。

2013、2014年勇夺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亚军，2014年代表国家参加世界中学生五人制足球赛——

足球在这里安了“家”
通讯员 程国涛 韩雷

我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在鲁东南山区的一个偏远小镇任
教，至今已有二十四年。二十多
年来，一直陪伴着我、帮助着我
不断学习和进步的有许多领导、
老师和朋友。而在这些良师益友
中，陪伴我时间最长、对我帮助
最大的，就是那位伴我二十多年
的良师——《中国教育报》。

第 一 次 结 识 《中 国 教 育
报》， 是 在 1992 年 的 夏 天 。 那
时，刚刚二十出头的我从昌潍师
专毕业后回到家乡，被分配到位
于山东省五莲县城最北部的许孟
镇院西初中任教。

这是我第一次走上工作岗
位，心里除了兴奋之外，更多的
是忐忑不安。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也
许是出于对新教师的关爱，上班
后的第一周，那位年过半百的老
校长便找我谈心。他语重心长地
说，年轻人，要善于学习，这样
才会不断进步。关于学习，他一
再叮嘱我，要多看教育类报刊，
尤其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 《中国
教育报》 等。而且，他还告诉
我，学校里就订了一份 《中国教
育报》，在阅览室里，我可以随
时过去阅读。

从此，《中国教育报》 就走
进了我的生活，成了我的良师。
第一次手捧 《中国教育报》 的时
候，我激动万分，仿佛一位虔诚
的学生拜见恩师一样郑重。对报
上登载的文章，我总是认真阅读
和学习，并学以致用。

我非常喜爱 《中国教育报》
上刊发的教育教学业务方面的文
章，特别是一些全国知名教育专
家、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师所撰
写的涉及班主任工作、课堂教学

等方面的文章，篇篇让我受益匪
浅。

在我初当班主任的时候，我
从 《中国教育报》 上读到了一篇
关于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方面的
文章，对我帮助很大。至今还记
忆犹新。文章的核心是要爱学
生，要尊重学生，要包容学生的
缺点，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等等。对于这些真知灼见，我吸
取运用，使我这个班主任行列里
的“新兵”居然将班级工作抓得
有声有色，连续多年被学校评为

“先进班集体”。
就这样，在我二十多年的教

学工作中，《中国教育报》 一直
陪伴和激励着我，给我成长的营
养和水分。后来，为了便于学报
和用报，从1998年开始，我自费
订阅了一份。同时，我也有幸见
证了 《中国教育报》 发展历程上
的几件大事。如，1993 年 1 月 1
日起改为日报；1997 年 7 月 1 日
起第一次出彩版；2013 年 7 月创
刊 30 周年；并先后于 1998 年、
2000年、2002年⋯⋯连续多次扩
版、改版。

当然，我知道，关于 《中国
教育报》 的这些大事，都是她不
断创新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教
育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有
力证明和充分体现。

如今，那位让我多读报刊的
老校长早已过世多年，可他的叮
嘱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

愿《中国教育报》越办越好，
愿老校长的精神永放光芒，我将
与《中国教育报》相伴终生！

良师伴我二十年
何乃华

加强校内督导工作 探索“现代学校发展”专业督评

本 报 讯（特 约 通 讯 员 卢
升 记者 刘盾）近日，广东省韶
关市印发了《关于理顺市区基础
教育办学体制工作方案》《韶关市
区教育资源整合方案》，未来 3 年
该市将投入 12 亿多元，推行搬迁
及撤并、新扩建学校（幼儿园）等
举措，优化市区学校布局。

韶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当前该市小岛片区学校、幼
儿园办学用地面积小，且无法扩
建。该负责人举例说，该市市区
和平路相距不足 20 米的地段内，
和平路小学、市机关二幼紧紧相
连，被居民楼“环抱”，难以拓展教
学场地，学校分布不合理、交通拥
堵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同时，该
市武江区老城区小学学位紧张，
大班额现象日趋严重。此外，该

市武江区部分小学“大校额”现象
严重，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
学校招生、生存困难。

为解决以上问题，韶关市将
分别新建、改扩建、搬迁 6 所、8
所、13 所学校（幼儿园）。同时整
合中职和技工学校，将经费供给
方式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多种方
式筹集全部统一为财政核拨，将
600 多名教师身份由二类转为公
益一类。这不但将让该市小岛片
区向外疏散师生近 6000 人，促使
公办学校、幼儿园全覆盖，解决东
河片区无公办幼儿园的问题；还
让武江区公办及普惠性幼儿园、
小学、初中学位，分别新增 900
个、4680个、1650个。此外，该举
措还将解决中职、技工学校教师

“同工不同酬”等问题。

广东韶关

3年投12亿元优化学校布局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