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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周刊
关注区域改革 推动创新发展

区域案例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评选出了
省内 2019 年度教育综合改革和制
度创新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有不
少做法突破了以往教育管理的惯例
和模式，回应了当下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题问题，引起了业内关注。

主动出击 瞄准痛点难点

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触及的利
益越来越深。在山东的十大典型案
例中，一批勇于突破的改革者，正在
向“硬骨头”发起挑战。

“管办评”分离一直是个难题。
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管得过多过细
与学校规划建设、师资经费等保障
不到位的情形并存，尤其是行政主
管部门下放权限不全面、不彻底，导
致学校自主办学能动性不强，“千校
一面”情况较为普遍；另一方面，一
旦放权，中小学如何用权，校长的权
力谁来监督、学校内部治理如何规
范，都是难题。

青岛市瞄准这一难题，坚持刀
刃向内，从政府自身改起，大力简政
放权，理顺政府、学校、社会间的关
系，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教
育治理体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出台国内首部地方版学校法
《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通过
立法科学界定政府、学校、社会权
责，为构建现代学校治理机制提供
了法治保障；全面建设现代学校制
度，推进一校一章程，构建现代学
校制度评估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
学校管理机制。

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改革
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教育行政部
门从琐碎、直接的行政事务管理中
解脱出来，投入更多精力谋长远、
促发展，更激发了学校办学活力，
数据显示，全市特色学校占比大幅
提升。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提出硬任务：坚决克服唯
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
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
评价指挥棒问题。

当很多地方还在“分分计较”的
时候，在潍坊，您可能会看到另一番
景象：孩子们的课业负担轻、体质健
康指数在全省名列前茅，县域间不
抓分数抓能力、不比升学比投入、不
炒“状元”炒公平。这一切，都源于
近年来潍坊市开出的一系列“药
方”。

在潍坊，对县市区的考核很不
一样，考核指标聚焦办学条件、教育
改革、满意度等，突出落实教育优先

发展，扭转了县区党委政府过度关
注“分数”与“升学”的功利化倾向。

在潍坊，家长需要上学，当地
成立了家庭教育联合会、设立家庭
教育科、开展家长学校，引导家长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与质量观。

在潍坊，对学校实行“常规管
理+创新发展+满意度”的评价方
式将学校自评与专家核查双向结
合；把学生初中三年的综合素质评
价纳入中考，以“量表+标志性成
果+底线”方式展示学生学习成
果，建立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

一系列改革改变了政府、学
校、家长、社会的观念，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新生态逐渐成形。

积极作为 突破教育瓶颈

在教育改革中，有一些难题是
地方教育部门自己难以解决的。比
如，新建学校、校企合作、教师编
制等。2019 年，山东的一些地方
政府主动担当，统筹教育问题，协
调各方资源，努力为教育发展创设
良好环境。

济南市是省会城市，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走向深入，城市基础教育资
源供需矛盾逐渐凸显。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济南市中
心城区有各类基础教育设施 1112
所，占全市基础教育设施总量的

49%，但中心城区基础教育阶段在
校生 60.56 万人，占全市基础教育
阶段在校生总数的64.4%。

141 个小区教育设施不足！济
南市科学编制 《中心城基础教育设
施三年建设规划》，计划到2020年
投资200余亿元，建设各类基础教
育设施 385 所，其中幼儿园 202
所、小学 100 所、初中 47 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28 所、高中 8 所，
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加基础教育学位
34万余个。

同时，提高规划标准和精准度，
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千人指标提高
20%左右，教育设施用地规划指标
提高 30%至 50%，并在落实省建设
标准的基础上额外增加配建学生食
堂所需用地，建筑面积按照教育部
门的实际需要进行规划设计。

在 市 级 统 筹 下 ，2017 年 至
2019 年 9 月 1 日，济南市累计完成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233 所、幼儿
园（公办）277 所，新增学位 33 万余
个。2019 年全市已开工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幼儿园140所，基础教
育资源不足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与济南不同，烟台的问题在职
业教育上。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烟台作为“三核”之
一，重点发展海洋经济、高端装
备、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产业，
打造先进制造业名城和对外开放合
作新高地，但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

养却严重缺乏，职业院校急需进行
专业结构调整。

因为历史原因，烟台市区职业
院校归属不同部门和区政府管理，
存在着各自为政、部门利益分割等
问题，各院校专业设置雷同、同质化
发展严重，无法实现全市范围内的
专业统筹，直接影响了职业院校特
色办学和专业发展。

市委、市政府聚焦难点堵点，打
破层级限制，构建市域范围内“大职
教”格局。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专
业调整、课程体系改革等进行总体
规划；调整多所职业院校主管部门，
实现教育部门统筹、统管职业教育。

机制理顺了，上下一盘棋。烟
台职业院校专业调整快速落地，产
教联盟接连成立。改革后，烟台职
教内部的无序竞争没有了、中高职
一体化发展打通了、管理和资金保
障也更加充分了。

释放红利 百姓有了获得感

近年来，济南市、日照市围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将教
育发展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大力推
进，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教
育改革的红利。

2017 年，济南市教育局做了
11.2 万份家长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仅有 8.59%的父母能与孩子全
天候在一起，超过 80%的家长不

能及时接送孩子，“三点半”问题
关乎千家万户。

群众有所呼、教育有所应。济
南坚持以学生需求为中心，提供个
性化课后服务，保障学生“早到可进
校、进校有事做、做事有指导、晚走
有管护”。探索建立以教师为主、社
会力量为辅的“教师+家委会、教
师+社区服务、教师+第三方机构服
务、学长制+大学生志愿服务”四种
服务模式，形成内容完善、载体丰
富、常态参与的课后教育体系。

针对寒暑假学生校外教育的需
求，打造全市基础教育资源数字公
共服务平台，开设103门课程，服务
学生 37.5 万人次，学生参与在线学
习互动超过18.3万小时。

仅2018年，全市用于课后服务
财政性经费达 16926.7 万元。与之
相对应的是，2019 年，全市义务教
育阶段参与延时服务学生 41.55 万
人，参与率达 91.7%，主城区 386 所
中小学校全部实现提供服务、满足
需求两个100%。

“入园难、入园贵”，学前儿童家
长苦盼普惠园。日照市委市政府急
民生之所急，规划到位、建新补旧、
即建即收，探索出了小区配套幼儿
园整治的“日照模式”。

不在建小区欠“新账”！市政
府开展教育重点工程百日攻坚行
动，与各区县政府签订目标责任
书，安排市级专项奖补资金 3000
万元，建成小区配套园 25 所，将
2013 年 11 月以来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 19 所小区配套园全部与当地政
府签订了无偿移交协议，彻底解决
了小区配套园应建未建、应交未交
的遗留问题。

如今，日照小区配套幼儿园长
效管理机制已初步成形。“同步配
建”“无偿移交”变成常态工作。全
市小区配套园整治完成率达 81%，
新增普惠性学位两万余个，全市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6%，学前
三年幼儿入园率达到99%。

上述案例涉及到教育的方方面
面，但是其中体现的改革精神，尤其
是敢于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
资源的优化重组，不由得让人为之
点赞。基层是创新的沃壤，探索是
创新的火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
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
改革创新者胜。期待更多地区在做
好自上而下“规定动作”的同时，
勇于在“自选动作”方面先行先
试、快人一步，让教育改革发展的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2019山东省教育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典型案例透视——

群众有所呼 教育有所应
本报记者 张婷

每天早上，在宁波市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一
二年级 8∶40 前到校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
艺术、体育、修身课、讲故事、诵读等晨间活动。

这样的“弹性上学”始于 2012 年 2 月，宁
波市教育局率先在中心城区的原海曙、原江东、
江北区小学一年级试行上学时间弹性制，半年后
又将试点扩展到小学二年级，共计涉及 1.8 万余
名学生。如今，经过7年多的探索，已成为宁波
小学低段学生上学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学生上课时间早、起床困难，是困扰家长
的难题。2011 年，宁波市教育局委托第三方调
查公司对中心城区的原海曙区 16 所、原江东区
21 所和江北区 12 所学校的家长及教师进行了问
卷调查，得到有效样本998份。小学生睡眠时间
应 不 低 于 10 小 时 ， 但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47.78%的一年级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

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一时间难以适应早
起上学。2012 年 2 月，宁波市教育局开始在中
心城区学校试点弹性上学制，规定市区小学一年
级学生可在8∶00至8∶40之间到校。为了不影
响学校整体教学秩序，建议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节
课时间与二至六年级的第二节课同时上课。由原
来的上午四节，下午两节调整为上午三节、下午
三节、周课时总量保持不变。在弹性上学时间
内，学校安排好教师下班级管理，并因校制宜，
组织开展晨间活动。

宁波市惠贞书院小学部除了安排老师组织学
生开展阅读活动以外，还积极借助家长志工团的
力量。在每周三上午，学校统一安排爱心家长志
工团走进一二年级的课堂给孩子们讲故事。此
外，在该时段内，学校逐渐形成了以班级自主管
理为主的晨间德育活动。

惠贞书院小学部德育主任孟晓宁说：“丰富
多样的晨间活动，不仅丰富了学校的德育校本课
程，更培养了孩子良好的习惯，还让家长、孩子
都有了展示的舞台。”

近几年，宁波中心城区弹性上学的做法也逐
步延伸到了各区县 （市） 的城区学校。北仑区华
山小学率先在区域内实行弹性错时上学制度，几
年实践下来，不仅缓解了校门口的拥堵现象，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能以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学习活
中去。

“实施弹性上学后学生听课的专注度提高
了，思维更加敏捷了。”华山小学校长王剑波
说，弹性上学期间该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40 分
钟大课间活动，确保了学生在校有充足的课外活
动时间。近几年，在北仑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
测和文化课各项抽测中，该校的平均分、合格率
均处于全区领先位置。

2018 年 2 月，浙江省教育厅发文在全省范
围的小学施行早上推迟上学工作，科学合理安排
小学上学时间，保证小学生充足睡眠，促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第三方对宁波弹性上学政策满意度的调查显
示，79.56%的家长都会推迟送校时间，推迟半
小 时 左 右 的 占 54.44% ， 推 迟 一 个 小 时 的 占
24.22%。调查的所有受访者，包括家长、校
长、教导处主任和一年级老师，对弹性上学政策
感 觉 很 满 意 的 达 22.04% ， 比 较 满 意 的 达
48.30%。弹性上学实施后，老师认为学生的精
神状态非常好的占7.14%，而精神状态好的高达
54.08%。

宁波推行弹性上学7年，调查显示——

孩子状态更好 教师家长满意
本报记者 史望颖

区域观察

山东学生在现代化的教室里学习山东学生在现代化的教室里学习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