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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探索推动市域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孙军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升级：为城乡学校
创造更优质的教育条件
干净整洁的校园、崭新的教
室和餐厅、宽阔的操场……走进

青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小学,这所
按照高标准建成的现代化农村小
学,目光所及处，处处都是新景象。
两年前，这所小学还是另一个
模样：新学期开学前招生时,很少
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伴
随着新校舍投入使用，加之其与新
区传统名校香江路第二小学在学校
文化、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管理
制度、教育评价、教学研究、教育
资源等方面全部实行一体化管理，
让凤凰岛小学成为了社会追捧的、
有特色的“热点”小学。
凤凰岛小学的“量变与质变”
并非个例。2012 年至今，青岛市共
投入建设资金 252.5 亿元，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 799 所，新增校舍 652
万平方米，保障了每一个适龄儿童

都能
“在家门口上学”
的需求。
校舍升级、硬件提升、师资加
强与办学规模“瘦身”要双管齐下。
解决“大班额”是实施均衡教育、办
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青岛市
委常委，
市委高校工委书记，
市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邓云锋告诉记者，
全市城镇中小学
“大班额”
势头目前
已得到有效遏制，全市中小学起始
年级不超过省定班额（小学 45 人、
中学 50 人）的班级数达到 100%；
其他年级达到 87%，其中青岛市市
北区、城阳区达到 100%。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吃上热
乎健康饭，2014 年，青岛市政府
把全市中小学标准化食堂建设列入
市办实事，青岛市教育局将其作为
一项改善学生就餐条件、促进学生
营养改善和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
程。近年来，青岛市级财政投入
5.4 亿元建设 808 所中小学标准化
食 堂 ， 占 比 达 到 76% ， 计 划 到
2018 年基本实现全市“校校有标
准化食堂”的目标。青岛平度市重

点改造农村中小学食堂，完善设施
设备，彻底改变了以往学校食堂土
锅灶、烧煤做饭的状况；青岛市崂
山区为每所中小学食堂统一配备了
食品溯源系统，可以及时了解食材
种植、运输、农残检测等关键环节
信息，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青岛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也走
在全国前列。截至 2017 年底，青
岛所有中小学已基本建成智慧校
园，通过财政分担机制,使网络资
源全域覆盖,同步课堂连通城乡,有
效缩小了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推进
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激活：让优秀师资在
全域内流动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加强教师城乡交流是行之有效
的方法。近年来，青岛确保每年选
派 500 名骨干教师从市区到乡村支
教，“支教”已成为教师晋升职称
硬条件。青岛市明确规定，校长、
教师在同一学校连续任职满 6 年符

合交流条件，交流比例每年不低于
符合交流条件人数的 10%，骨干
教师比例不低于交流教师总数的
20%。2015 年至 2017 年，全市采
用中小学教师聘用制等方式每年补
充教师 3000 余人；为农村区市补
充 2016 名 音 体 美 等 紧 缺 学 科 教
师；2017 年各区市校长、教师、
骨干教师交流轮岗比例分别达到
32%、21.1%、32.3%。
此外，青岛市还创新改革农村
师资培养模式，把优秀学生留在本
土任职，让小学农村教师补充有稳
定渠道。2016 年，青岛市印发了
《关于免费培养初中起点小学全科
教师的通知》，通过“本土选拔，
公费全科培养，定向本土就业”，
培养一批具有乡村情怀、能留得住
的优秀本土教师。与此同时，农村
教师幸福指数得到提升：青岛胶州
市和西海岸新区开通了教师免费班
车，青岛平度市已建成教师周转宿
舍 206 套，投入资金 713 万元。
（下转第三版）

努力建设教育强国

着力办好每一所城乡学校
2017 年，投入近 5 亿元完
成 100 所薄弱学校改造任务，全
市基本实现农村学校塑胶运动场
地全覆盖，2016 年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总体满意度在全国 19 个
重点大城市中名列前茅，“县管
校聘”是全国首批义务教育教师
管理改革示范区……近年来，青
岛市在各个县区高质量实现基本
均衡的基础上，坚持统筹城乡发
展，以办好每一所城乡学校为目
标，以改革促均衡，全力探索推
动义务教育的市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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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近日在海南调研考察
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责任
担当，加快推进教科文卫领域
改革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繁荣美丽新海南作出更
大贡献。
刘延东考察了海南大学、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和农村义务教育，看望学校师
生，赞扬科研人员的贡献。她
在肯定海南社会事业改革发展
成绩后强调，要坚定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努力建设教育强国
和科技强国。要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位置，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的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调整完善
学科专业结构，对接国家和地
方发展战略需求，加强世界一
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学科研资源
开放共享和成果转化，更好服务海南经济特区建设和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加强综合性交
叉学科研究，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研发高精尖深海技
术装备，加快海洋强国建设。要推进教育公平，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
度。要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控辍保学工作，建立以
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探索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模式

种下一颗初心 奉献乡村教育
新华社记者 白少波 谢樱
1 月 9 日，寒冬中的莲花山霜
雪漫天，
树木被冰挂包裹。受冰冻
天气影响，
地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供电中断了，
偏远山区山脚下的寄宿制学校吉
卫民族小学夜晚一片漆黑。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
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
生命的乐章。”教室里，龙海燕
老师正挥舞着手机，借着这一点
点亮光，学生们一起唱起歌。突
然，灯亮了，来电了，教室里爆
发出一片欢呼声。
5 年前，龙海燕作为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的公费定向师范生，
毕业回到大山里的家乡任教。她
热爱学生，把教师这个职业视为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学生小玲的父母离异了，父

亲每天把精力都放在农活上，基本
顾不上小玲。在学校住宿的小玲泌
尿系统有问题，会不由自主地漏
尿。有一段时间，她身上每天都有
异味，班上的同学不喜欢她，都捏
着鼻子离她远远的。为此小玲很自
卑，学习成绩也不好。
龙海燕和小玲约定，每个星期
带 3 条裤子来学校，经常提醒她换
裤子，并把换掉的裤子拿去清洗。
她还耐心地向小玲的父亲讲家庭教
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一年后，小玲
的身体痊愈了，每天穿戴得干干净
净，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同学
们也不再疏远她，她脸上的自信与
快乐越来越多。
农村的孩子不擅长语言表达，
小玲在一次作文中写道：“我有一
位美丽善良的语文老师，她是比我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全局高度，深刻洞察教育的
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强调
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几句
话不仅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
标和任务，同时，也为我们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思想
提供了很好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色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对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教育现代化及
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
重要的指导作用。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
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的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中教育所具有的先导性、基础性、
全局性作用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建设人才强
国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需要数以亿计的人才来建设，需要强
大的人才队伍来支持。因此强国必须
先强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
以现代化的教育做支撑。要实现国家
现代化，必须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国家发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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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还要亲的人。”这句话让龙海
燕感动了很长时间。
“教师这个职业，
给我带来幸福
感与成就感。”龙海燕说，学校是个
让人觉得幸福与快乐的地方，这份
幸福感、成就感源于踏实的心态，
这
是从第一师范带回来的
“安于教育、
回报教育、奉献教育”
的初心。
龙海燕所说的
“第一师范”
——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师
范教育的摇篮之一，
是毛泽东、蔡和
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母校。
近年来，为了解决师范生生源
质量差、高素质小学教师短缺和公

费师范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开创了初中起点六年制
本科学历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
养模式，成为我国公费师范教育的
重大创举，2010 年被列为国家教
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
农村义务教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校长童小娇说，目前学校已经形成
“初中起点、六年一贯；综合培
养、分向发展；三性融合、三位一
体；实践导向、能力为先”的乡村
优秀小学教师培养经验。
（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月 14 日，在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外国留学生在学写福字。当日，江苏大
学来自荷兰、加纳、塔吉克斯坦、牙买加等国的留学生走进镇江市杨家门社区，在书法家的指
导下学写春联和福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石玉成 摄 （新华社发）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闵维方
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他在同北京
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人
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
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人是
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在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及建设科技
强国时，他强调：“一切科技创新活
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
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
力。”他还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
表座谈时指出：“‘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
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
发优势。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先后提出了人才强
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文化强
国等一系列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
任务。而无论什么强国，都需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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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人力资本、强有力的人才队伍
来支撑，都需要教育强国来支撑。
所以，强国必先强教育。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所指出的，教育强则国家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
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
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
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
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强调，创
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了加快
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
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
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
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是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
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都离不开
人，离不开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
养，离不开教育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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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
国民素质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的政治
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国
民素质基础上的，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
的核心竞争力。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
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劳动者素
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始终高
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
素质劳动者大军。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
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
长远大计。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
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
务抓紧抓好，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中国是个发展中的人口
大国，要把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
为人力资源强国，关键在教育。习近平
总书记曾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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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瓴地指出 ：“千秋基业 ，人才为
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
越好，本事越大越好。我国是一个人力
资源大国，也是一个智力资源大国，我
国 13 亿多人大脑中蕴藏的智慧资源是
最可宝贵的。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
未来。
”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提升我国综合
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教
育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
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综合国力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
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
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他在
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 ：“中国这么多
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
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
”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新时
代赋予教育新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对教
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要求教育加

快现代化步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
更加有力的人才及智力支撑；创造美好
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教
育为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公
平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良好教育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要求教育为提高国民素
质、知识、能力与技能水平作出更大贡
献；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要求教育培养更多参与全球治
理的国际化人才。完成教育的新使命，
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立
德树人的本质要求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事关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教育是关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
筑，是培育年轻一代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重要舞台，是公民道德建设的
重要阵地。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阵地，我国教育事业的根
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即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