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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实践

安徽省淮南市创新督导机制，助力高质量发展

督导强而有力 教育责任压实

广东惠东：打赢村小发展攻坚战

本报记者 方梦宇

本报记者 王友文 刘盾 通讯员 刘兆堰

“大局长又来了。”安徽省淮南市大
通区副区长陈光煚是区内学校的常客。
“ 校 长 ，他 是 区 长 ，你 是 不 是 喊 错
了？”
记者在一旁小声提醒。
校长一笑：
“ 他 是 区 长 ，我 也 没 喊
错。你不知道，陈区长对教育的事情门
儿清，在我们的心里，他就是咱们大通教
育的大局长！”
分管教育几年来，陈光煚走遍了区
内每一所学校，他常说的一句话成了校
长们心里的定海神针：
“学校解决不了的
事情，都算我的！”
一位区政府领导缘何如此倾心教育？
故事还得从淮南的教育督导工作说起。
2012 年，淮南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了
教育督导“一盘棋”双向统筹联动机制：
一边建立市、县（区）政府一级抓一级的
“纵向统筹”机制；一边建立发改、规划、
财政、建设、国土等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
“横向统筹”
机制。
支持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30 分，
加强教育保障 30 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13 分……这一条条明确规定职责任务
的教育履职督导考评细则，成了“悬”在
县（区）党政领导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不积极支持发展教育，党政领导干
部教育履职考评一票否决。
定期召开的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
位扩大会议，成了县区相关职能部门共
为教育发展服务的好时机。县区党政领
导主持会议，人社、编办、发改、公安、财
政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坐下来听教育局
长诉苦处、说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出
主意，明确哪项问题归属哪个部门解决，
写进会议纪要，对表落实、立行整改。
层层压实政府教育职责，让淮南啃
下了不少教育的
“硬骨头”
。
以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创建
工作的资金保障为例。近年来，淮南市
委市政府看紧“钱袋子”，将市县（区）两
级财政教育投入、各项教育专项资金统
筹起来，把钱花在刀刃上，
三年累计投入
教育资金 21.97 亿元，为全市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金隅有话

解决好在线教学的几个“卡点”

到 2017 年 9 月，淮南市八个县区已
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国
家认定，提前三年实现了全市范围内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全覆盖。
督
“政”
有法，
督
“学”
同样有方。
“政治课上学生没有听课笔记本，
老
师没有备课笔记，
上课就是读标题、读课
文。高中课程这样上岂不误人子弟？”
在
一次对淮南市第十七中学的常规督导
中，
当着校长的面，
市政府教育督学郭怀
燕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在推门听课时发现
的问题。
“让督导
‘长牙齿’
，
督学就要能发现
真问题、敢说真话。”市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黄宝庆说。
目前，在淮南市 262 名责任督学中，
高级以上职称 166 人，占比 63.4%，像郭
怀燕一样拥有多年教学管理经验的老教
育人不在少数。
人建平台，平台成人。科学有序的
督导实践，也让一批责任督学迅速成长
起来。据统计，
截至目前，
市级层面已有

3 名督学晋升正高级职称，6 名督学被提
拔为副校长和校长。
如果说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是为学校
发展
“把脉象、开处方”
，
那么学校发展性
督导评估则是为学校持续发展、形成特
色
“保驾护航”
。
2009 年，淮南大胆实施学校发展性
督导评估工作。立足各校实际，督导团
队帮助学校制定未来三年发展规划，教
育督导部门依据规划进行年度评估和第
三年年末的发展规划终结性评估，两项
评估结果均与县区教育局年度主要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校长绩效考核、督学责任
区建设、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以及评
先评优等紧密挂钩。
“下一步，
淮南将加快建设
‘全领域、
全口径、全支撑、全保障’的督导新体
系，加快教育督导‘长牙齿’，完善教
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教育治理能
力，让教育督导在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淮南市副市长邬
平川说。

■看基层

陆红纲
新冠肺炎疫情将网络在线教学一下
子推到了高光时刻。然而，
从实践来看，
网络在线教学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教师当主播还要适应一段时间，急
不得。一些学校简单地把开展线上教学
理解为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录课，
都要通过
网络直播进行教学。让广大教师从讲桌走
向摄像头前，
当起主播，
注定是对教师们的
巨大考验。其实，
线上原本有很多优质的教
育资源可供利用，
舍弃现成优质资源，
另外
再弄一套课程，
既是白费力气，
也可能费力
不讨好。学校的职责应该是通过网络手段
督促教师加强对学生的指导与管理。教师
的职责是在假期延长的情况下，
保持与学
生及其家长的联系，
指导学生利用好网络
上优质教育资源，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学生通过网络学习需要增强“免疫
力”
。视频课前强制观看的广告，
以及课中

突然跳出来的画面、
诱人的网络游戏广告、
场景火爆的电影广告等，
这些随处可见。
一堂好课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导入，
但一节
网课却从网络游戏导入，
怎能不分散孩子
的注意力？又怎样保证授课效果呢？这种
种干扰就像
“病毒”
一样在考验着孩子们的
抗干扰
“免疫力”
。因此，
学校有必要在提
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引
导，
并对相关视频进行技术性改进。
大规模线上同步授课，
网络承载力受
到考验。按照电信运营商的说法，
现在号称
200兆带宽的网络是非对称的。在同一时
间内有上百万（仅一个地市）的中小学生在
线学习，
更是考验相关运营商的承载力。这
些都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统筹下，
加强教育行
政部门与相关运营商的交流合作。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信息
化管理中心）

面对疫情，
山东省郓城县侯咽集镇中心学校根据乡村孩子的实际情况，
精心布置
了 18 项别样寒假作业，
既有打扫卫生、
做拿手好菜这样的家务活，
也有和家人做游戏、
办故事会这样的增进和家人感情的内容，
还有做环保布兜、
做编织、
做花灯等锻炼动手
项目。图为这些乡村的孩子们在学习包水饺。
杨其山/文 王艳慧/摄

多方引资助硬件更新换代，联片教研促质量提升

如今，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田
项目存在的问题难点，落实责任包
坑小学已成为附近知名文化景观，
干和倒查措施，高效率地推进学校
校内文化景观石与校门外的草坪相
建设。
得益彰，校门外的大叶紫薇、木棉
2019 年，惠东县多祝镇田心
等四时花香不断。
村成功摘下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而原来田坑小学校内部分路面
村里的田心小学先行一步，2019
坑坑洼洼，篮球场等运动设施年久
年春季学期，该校师生就告别了存
失修。当地政府和本地乡贤近年来
在一定安全隐患的教学楼，搬进了
投入数百万元，教师宿舍、新篮球
崭新的 3 层教学楼。该教学楼由恒
场、塑胶跑道等新设施让学校旧貌
大集团捐资 270 万余元建设。
换新颜。
教育并非教育系统“家事”，
田坑小学面子漂亮了，教学质
而是全社会“公事”，秉持这样的
量等里子更是
“节节攀高”
。该校借
理念，惠东引导社会爱心力量以多
力网络双师课堂等“互联网快车”，
种形式进入教育领域，助力贫困村
引入镇里优质教育资源。2019 年，
小学打赢脱贫攻坚战。该县在全市
田坑小学六年级学生综合测评成绩
率先成立县级教育慈善会，全县各
位居全县小规模学校前列。
镇（街、管委会、度假区）相继成立教
惠东把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
育慈善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发动乡
振兴的重要基石，更把地处贫困偏
贤捐资助学。近三年，惠东累计投
僻地区的村小振兴作为全面建成小
入近 10 亿元改善办学条件。目前，
康社会决战决胜的关键节点。近年
全县贫困村小学办学条件均达到义
来，惠东着力补短板、促公平，努
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要求。
力让贫困村的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享
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惠东不
有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惠东 “撒胡椒面”
，在改善提升贫困村小
硬件、软件两手抓两手硬，打出设
学硬件设施的同时，聚焦义务教育
施改造升级、先进带后进、课堂改
标准化学校建设的关键节点。该县
革等组合拳，助推贫困村小学朝着
把提升贫困村小学教育质量和办学
小而美、小而优的方向迈进。
水平作为核心建设目标，精准投
惠东 13 所小规模学校涉及 16
入，提升投入效益。
个省级贫困村。惠东县教育局把抓
“虽然学校只有 90 个学生，人
好贫困村小学建设作为决胜教育脱
数少、规模小，但是县里没有把我
贫攻坚战的最后堡垒。该县直面此
们落下。”田坑小学校长叶潭来介
类小学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痛点，
绍说，在附近的增光中心小学帮扶
大力推进底部攻坚，力争不落下一
指导下，两校实现课程设置、教学
所学校、不丢下一个孩子。
安排、教研等统一。得益于此，该
凡事预则立。惠东深入调研，
校荣获惠东县 2018 至 2019 学年小
摸清全县该类村小家底，找准制约
规模学校教学质量三等奖。
其发展的关键症结。调研发现，该
为助力贫困村小学“练好内
县贫困村小学存在点多面广、班额
功”，惠东大力开展教研教学管理
小、设施设备配置不均、师资力量
工作视导活动，推进中小学联片教
较薄弱等问题。
研，以强带弱。该县还着力探索
问题明，思路清。惠东县教育 “ 互 联 网 + 教 育 扶 贫 ” 工 作 新 模
局成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
式，以网络双师课堂为抓手，缓解
制学校规划达标建设工作领导小
贫困村小学缺少名师引领等问题。
组，局长担任组长。该小组做好顶
一系列专项改革，激发了贫困
层规划，精准施策。惠东县教育局
村小学发展内驱力。目前，惠东县
还联动编办、财政等相关职能部
13 所贫困村小学流失学生逐渐回
门，共同逐项梳理贫困村小学建设
流。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

全方位筑牢校园疫情防控安全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大学后勤集
团党委贯彻各级部署，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带领集团 2000 多名党员职工，坚守岗
位，及时完成校门防控、环境卫生消杀、改变
供餐模式、班车保洁消毒等工作，全方位筑牢
校园健康安全防线，让在校的师生员工住得放
心、吃得放心、出行放心。

班子引领：
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 月 23 日，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及时召开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专项会议，迅速成立以党
委书记、总经理为双组长的集团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防控领导小组，制定防控预案，落实主体
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各单位负责人、部门骨
干积极行动，把防控疫情工作部署落实到每个
岗位、每个员工。
疫情防控期间，集团领导班子全员在岗，
投入防控工作，深入各单位防控一线检查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单位防控工作落实到
位。
分管集团餐饮工作的副总经理陈有亮是一
名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原本打算在泉州老
家过年，回家第一天听说疫情发生后，立即返
回学校。他每天检查各个供餐餐厅的防控措施
情况，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平均下来一天走两
万多步，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老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党委响应学校党委号
召，发动全体党员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参加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住在上李社区的 13 名党员
全部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志愿服
务，到社区一线协助落实防控措施，检查进出
人员、车辆以及体温检测。
集团办公室党员石蓉华，家里有两个小孩
需要照顾，她克服困难，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参
加小区的防疫工作，谈及志愿服务工作的感受
时，她说：“作为一名党员，在这种时候，就
是要当先锋作表率。”集团全体党员职工积极
响应学校募捐倡议，发扬“充吾爱于无疆”的
大爱精神，踊跃捐款，仅一天时间就募集捐款
25 万多元。

①

②

①校党委书记张彦到
翔安校区检查后勤保障工
作，图为张书记检查安防
岗防控情况。
②校长张荣到餐厅、
学生宿舍检查后勤保障工
作，图为张校长进入学生
宿舍接受门卫检测体温。
③副校长邓朝晖到餐
厅检查供餐安全情况。
③

重点防控：
把住校门和食品安全两个关口
校门是学校防控疫情阻击战的第一道防线。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公环中心安防部配合学校保卫
处做好校门防控工作，加强各校门安全管理，按
要求做好防控工作。对出入校门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为学校筑起第一道抗击疫情的有效防线。
集团公环中心安防部校门安防队长隆兵，分
管西门、南门、白城3个主要校门，12年来从未
回老家过春节。他每年都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今年寒假期间疫情防控任务重大，他没有休
息过一天，带领3个校门安防员主动靠前做好防
范工作，一边检查证件、测量体温，一边宣传学
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规定，发挥了带头作用。

集团公环中心加强对学生宿舍的安全防
控，强化对进出人员管理，严防学生亲戚朋友
住宿，对进出宿舍的每个学生测量体温。
如何让师生员工吃得放心，是疫情防控特
别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和南强后
勤服务公司想了很多办法，加强供餐安全管
理，严格执行员工上岗健康监测，认真执行餐
厅“5D 现场管理标准”，确保食品烧熟煮透以
及场所和餐具清洗消毒到位。
餐厅还改变供餐模式，精心设计多种套餐供
师生员工选择外带，增开点餐窗口，分散点餐人
员，餐桌设置挡板分隔，一人一桌就餐。同时，
在餐厅入口安排专人对进出师生员工检测体温，要
求进入人员佩戴口罩，并安装“消毒神器”即免
水洗消毒机，方便人员对手部进行消毒。

寒假期间，思明校区芙蓉餐厅一楼正常供
餐，餐厅厨师长、党员袁俊涛整个假期没有休
息过一天，不断优化菜肴营养搭配，调剂菜肴
口味，调整点餐窗口距离，避免点餐人员聚
集。翔安校区丰庭餐厅现场管理、党员李巍，
寒假前原本与家人约定去外地过年，听说疫情
后，他主动退掉机票，积极做好餐厅防控工
作，并自告奋勇承担起校区隔离观察区师生的
送餐任务，得到师生的肯定。
2 月 18 日上午，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领导一行来到厦门大学后勤集团检查餐
厅供餐安全工作，对芙蓉餐厅、勤业餐厅采取
“5D 现场管理标准”、餐桌设置分隔挡板、一人
一桌就餐、安装“消毒神器”等供餐安全举措给
予充分肯定。

厦大校园：
全方位消毒到位
做好校园公共环境的卫生保洁、消杀消毒
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公
环中心和南强物业公司，在做好大环境卫生扫
除和消杀消毒的同时，重点对校园主干道 1200
多个雨污水井、6 座校园公厕、130 多个垃圾
集中点位垃圾桶、各食堂周边排水沟等所有可
能滋生病毒和细菌的场所进行消杀消毒，每天
两次，做到重点场所消杀消毒全覆盖。
集团公环中心绿化保洁部垃圾清运司机方义
贵，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另一名垃圾清运司机以
及跟车人员请假，他每天一人上两班岗，清晨开

清扫车清扫校园，既要当司机还要当搬运工，清
扫完毕还要对清扫车进行清洗消毒。寒假期间他
原计划回江西老家，疫情发生后主动放弃休假，
他说：
“疫情就是命令，必须留在岗位上。
”
集团翔安校区校园服务部道路组员工张水
加，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从家里带来雨
衣、帽子和眼镜等自制防护用具，每天对校园
的排水沟、污水井、垃圾桶等进行消杀消毒。
集团南强物业公司工程部经理、党员吕楠
鑫，带领员工冲在防控一线，每天加班加点对
校园环境开展消毒、清污工作，指导员工如何
消杀消毒以及做好自身防护。2 月 1 日以来，
共消杀消毒 180 多次，做好化粪池疏通清洗消
毒 5 组，清洗疏通管道 600 多米。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重点加强对宿舍环境的
消毒保洁，负责消杀保洁员工每天对 3 个校区
所有宿舍楼的楼道、走廊、浴室、卫生间等重
点部位进行两次消杀消毒，电梯轿厢每天消毒
3 次，特别是做好人员接触频繁部位例如电梯
按钮、宿舍门禁刷卡机等消毒擦拭工作。
集团公环中心海韵物业部安防队长张坤是
一名党员，去年 9 月刚结婚，寒假原本要带新
婚妻子回沙县老家过年，疫情发生后，他主动
退掉动车票，申请留守岗位。
集团公环中心教工住宅物业部每日做好教
工住宅区 146 个楼栋门把手、楼梯扶手和 16 部
新增电梯、43 个垃圾分类点垃圾桶的消毒，对
每栋楼的楼道、水沟、雨污水井等消杀工作做
到全覆盖，并按学校、居委会要求对居家观察
户进行上门收垃圾服务。
为了师生员工出行放心，厦门大学后勤集
团运输服务中心安排专人负责班车保洁消毒管
理，坚决阻断疫情在班车运输中的传播和扩散
途径。中心每一趟班车完成出车任务回库后，
都进行全面的保洁和消杀消毒。据统计，寒假
期间，运输班车每天往返思明、翔安校区至少
5 班次。此外，运输服务中心还采取了引导乘
客间隔就座，按要求加强对上下车教职工检测
体温等防控措施。
集团运输服务中心翔安校区保洁员张金
塔，主动放弃春节假期，他工作科学严谨仔
细，对运行班车认真进行消杀消毒，尤其是对
车辆门把扶手、行李架边框、折叠后的副驾座
椅边缘等容易接触的重要部位，仔细用酒精进
行擦拭，不放过车内每个角落。
（张世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