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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最近，在浙江省杭州市公办初中提
质强校研讨会上，“双减”成为市、区两
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研究重点。“‘双减’
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布局教育教学，正
在成为杭州市各地各校的工作自觉。”杭
州市教育局局长沈建平说。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杭州市全面
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打造全方位课
后服务。全市 82.9%的小学生、87.8%的
初中生报名参加课后服务。教育部“双
减”监测平台调查显示,杭州市 97.79%的
中小学生、97.94%的家长表示满意。

课程：一校一策，群团合作

今年 7 月，杭州八个城区率先试点开
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启用 100 个左右
暑托点，探索课后服务经验。在此基础
上，8 月下旬，教育、人社、财政等 9 部门联
合发文明确课后服务扩面提质，形成“1+
X”全市课后服务总模式，各地各学校发
挥自身动能，立足特色设计“一校一策”。

“先把超时的、低效的作业实实在在
减下来。”西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升级了区域作业资源库和名师
在线平台，探索布置、完成、巩固、辅
导一站式的“智慧作业”，试点学校 15
所、使用师生数 3000 余人，新学期作业

量整体减少约1/4，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
5%左右，师生满意率达88.6%。

作业时间少了，拓展学习的时间就
多 了 。 西 湖 区 文 新 小 学 开 发 了 29 个

“X”课程，学生在智慧教室里玩编程和
航模，在蝴蝶坊进行蝴蝶项目的研究，
在室内大厅里跳起了街舞。建德市新安
江一小开设了场馆课程、特色课程、校
级社团等一系列课后服务。校长郑卫荣
介绍说，校史馆、生命体验馆、节水
馆、劳动基地、射击房全部开放，原先
参加社团才能玩的项目，如今面向了更
多学生，“只要班额允许，学生都可以报
名，有些课是要秒杀的。”

为了丰富课程内容，杭州市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充分整合群团资源。杭州市
教育局专门发文加强青少年宫与学校合
作，24 所中小学校完成了签约，开设拓
展型课程 197 门，参加学生数过万。临
安区整合辖区资源，区文化馆、博物
馆、图书馆每周都有课程提供。拱墅区
制定了套票打卡机制，设置了 10 条体验
路线图，鼓励学生在第二课堂、假日小
队活动中开展“双减之旅”。

保障：护校安园，疏堵行动

实施课后托管服务后，学生放学交
通流易与下班晚高峰交通流叠加，引发
道路拥堵。杭州市“双减”工作专班及
时研究制定“护校安园”方案，专门设
置了课后服务组。

组内的交警部门、教育部门借助大
数据治理，全面排摸接送家长、上放学
时间、接送方式等基础数据，分析拥堵
成因。公交集团精准优化公交站点，调
整时间，开通了 600 多条“求知专线”，
14 条线路延长服务，满足学生乘车需
求。“原来都是坐着爷爷的电动自行车上
下学，刮风下雨特别不方便。有了这专
线接送，我爸妈也不担心了。”杭州市钱
塘实验小学学生小彤说。

在此基础上，各地各校合理制定错
时上放学方案，组织教师、家委会代
表、志愿者参与“疏堵行动”。全市超过
90%的学校设置了“爱心志愿者护学岗”，
每天参与护学人数超过 1 万人次。例如，
西湖区三墩镇专门开发了“数字大脑+区
域联盟”，线上线下联动响应。线上通过
一体化智治“天眼”功能，实时了解到每所
学校在上下学高峰时段校门口的交通和
人流情况，对于交通拥堵、人流密集的学
校门口，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下达指
令，指派疏导治理。线下，由镇派出所
民警、交警、综治队员、志愿者以及安
保人员成立护学岗，对每所学校上下学
高峰时段进行现场疏导。

服务：政策配套，办好实事

“全市在推进‘双减’过程中，也会
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从每一
件小事入手，把‘双减’这件实事做
好。”沈建平说。

为解决延后托管的问题，萧山区提
供了专门的配套服务，每天下午为全体小
学生免费提供点心。在萧山区金惠初中
记者看到，下午第二节课后，学生就享用
起了“课间餐”：酸奶配上手撕面包，或是
华夫饼、菠萝包、夹心吐司⋯⋯变着花样
的“暖心甜点”成了每天学习中的小惊
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支监督队伍，
随时抽检用餐情况，根据学生和老师的
意见调整下一周的课间餐菜单。

为解决教师负担问题，淳安县专门
改造了一批供教师休息的“教师驿站”。
寄宿制学校的每位教师分配到一个带卫
生间的房间，非寄宿制学校增设教师休
息室，配备桌椅、沙发、茶几、书架等
功能性设施。全县 14 所初中在做好学生
供餐的同时，为教师提供“暖心晚餐”，
解决了 270 名教师、特别是家有幼儿的
女性教师无法及时回家照管家庭的问
题。建德市聚焦晚托后山区老师们迟迟
不能回家的难点问题，打造“安居计
划 ”， 完 成 偏 远 小 学 教 师 公 寓 改 造 约
4800平方米，实行宾馆式管理，24小时
热水，家电齐全，还设有共享厨房等场
所，让教师住得暖心舒心。

同时，为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效
率，减轻不必要的教学负担，临平区、桐庐
县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提升教师工作效
率。各校深挖“学校大脑”平台功能，精
选题目入系统、作业反馈用扫描、学业
分析智能化和班级日志常态化，减少教
师工作量，及时掌握新学情。

“双减”正在成为浙江杭州各地各校工作的自觉——

课后服务“全方位”落地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贾松基

阅览室全神贯注的小读者、操场
上高亢激越的诵读声⋯⋯走进山西省
万荣县城乡小学，到处充盈着浓郁的
书香气息，一派朝气蓬勃的壮美景
象。这是万荣县教育局近年来狠抓小
学阅读教学的一个写照。

2018 年 9 月，万荣县教育局小
教组一班人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制 定 了 《小 学 课 外 阅 读 “ 五 位 一
体”整体推进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每天一阅读、每周一指导、每月一
评比、每学期一活动、每学年一总
结”的校园阅读制度。截至目前，
全县每名学生累计阅读课外读物 30
余册，阅读量达 100 万字。另外，
各 校 在 开 展 阅 读 主 题 活 动 的 基 础
上，多元化拓展阅读活动阵地，在
橱 窗 醒 目 位 置 展 示 “ 五 个 一 ” 风
采，即：“每周一字”“每周一书”

“每周一诗”“每周一语”“每周一
画”，形成了学习有榜样、赶超有目
标的良好竞争氛围。

在推进阅读教学中，万荣县城乡
小学八仙过海，各显技能，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阅读方法。南街小学坚持

“书香流光，人生溢彩”育人理念，
以统编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书籍
为根基，拓展阅读视野，发掘阅读层
次，形成围绕一个中心、三维辐射的

“球形”阅读课程体系。示范小学通
过“读书规划、读书感悟、读书分
享”打造“书香教师”，以“晨读
课、大阅读课、午读课、亲子共读”
为阅读教学主阵地，致力于“让墙壁
会说话、让橱窗展风采、让图书馆有
魅力、让阅读展示栏放光芒”，为每
一名学生点亮理想之灯⋯⋯书香弥漫
的校园里，一声声洪亮悦耳的诵读、
一张张幸福充盈的笑脸、一双双坚定
自信的眼神，构成了一幅精彩绝伦的
华美画卷。

丰富多彩的活动，助推阅读教学
不断走向深入。班级每周一次读书分
享、学校每月一次读书分享、片区每
学期一次读书分享。县教育局连续举
办了两届读书分享、三届古诗词大赛
活动，共计 10000 余名师生参加活
动。经过 3 年的不懈努力，万荣县阅
读教学收获了累累硕果：全县 20 余
所小学成功申报全国小学语文“主题
阅读实验研究”课题；500 余名小学
生在山西省“中华经典”阅读表达能
力大赛中获奖；江苏省睢宁县、山西
省曲沃县等十多个县 （市、区） 莅临
万荣县，学习探讨阅读教学经验；江
苏省睢宁县用“人文万荣，本真教
育”给万荣县小学阅读点睛⋯⋯

“以前学生最头疼的写作文，现
在却成了他们的最爱。”“开展阅读教
学以来，孩子知识面更丰富了，也越
来越自信了。”⋯⋯教师、家长纷纷
发出由衷的赞叹。

山西万荣

最头疼的作文
成了他们的最爱

通讯员 李霞

近日，厦门集美中学“新疆内高班”学生走进学校周边社区，深入本土居民家中，动手制作
厦门特色美食“海蛎饼”和“海蛎炸”。集美中学在近年来开展学生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充
分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让学生学会劳动技能，体验本土文化。 本报记者 熊杰 摄

■看基层看基层

“2018 年以来，茶店镇初级中学中考
综合评价连年大幅提升，创造了茶店中学
办学史上的新辉煌！这是全体师生干出来
的，更得益于‘区管校聘’的实施。”该校校
长王成有说。茶店中学的变化，源于湖北
省十堰市郧阳区实施的“区管校聘”改革。

政府统筹，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郧阳城关三小的学生数呈爆发式增长，
从2013年的900多人增至1700多人，出现
师资短缺、编制不足的现象。近年来，随着
进城务工人员迅速增加，郧阳区内中小学几
乎都存在师资短缺、编制不足的问题。

为破解这个难题，2020年7月，郧阳区
委、区政府出台了《郧阳区中小学教师“区管
校聘”管理改革实施方案》，以区教育局为主
体组织实施“区管校聘”，依据生源变化定期
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统筹教师编制和岗位
职数，保证专任教师“退补相当”，确保学校
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课程。

郧阳还实行“改校长”“改管理”“优待
遇”措施，实行校长竞聘，分步推进城乡中小
学（幼儿园）片区化办学，全面建立现代学校
制度，导入绩效管理模式。建立教师、班主
任和校长三类岗位、三级递进的教师专业荣
誉制度，实施“名学校、名校长、名教师”培养
工程，激励教师建功立业。同时，全面落实
教师各项待遇，增强教师的获得感。

区委编办主任陈治冰说：“‘区管校聘’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重大改革，我们在吃
透文件精神的前提下，用足用活政策，建立
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空编即补，编随人

走，不断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

找准关键，牵住改革“牛鼻子”

“一是深入基层摸底，全盘统筹，科学
分配岗位；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大
龄、病休、产假等不参与交流轮岗的人员设
置适当的直聘岗位；三是学校岗位设置参
照省定标准设定每个岗位的工作量，明确
岗位职责；四是建立完善教师补充长效机
制，按退补相当的原则进行补充。”区教育
局党组成员、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王
远林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找准改革的关
键环节，才能有效减轻阻力。

全区204名干部参加了校长、副校长竞
聘，4640人参加了教师竞聘，初中教师转岗
到小学78人，集镇教师下到村校39人，区直
学校到城关学校29人，城区到乡镇支教14
人。竞聘制度首次改变了城区教师出不去
的局面，让优秀教师有位子，让一般教师有
压力，让平庸教师有危机，激活一池春水。

按照盘活存量、均衡数量、优化学科
结构的原则，郧阳按需设岗、因事设岗，
并且规定中学非专任教师岗位数不得超过
岗位总数的 15%，小学非专任教师岗位
数不得超过岗位总数的 10%。此外，郧
阳还对退出教学岗位作出制度设计，规定
落聘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方式包括转岗、
待岗培训、解聘和辞聘，并对4种退出方
式的触发条件、退出程序、争议处理等事
项作出了明确的合法的规定，切实保障广
大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2020年，全区共解聘、清退教师191人。

奋发有为，彰显改革成效

“竞聘班主任落聘的几率降低了，当
上班主任也是领导对我的认可。”茶店中
学教师雷富军激动地说。因为班主任、个
别中层干部岗位任务重、事情烦琐、工作难
度大，竞聘中很多教师退避三舍。“区管校
聘”改革后，班主任、中层干部岗位在竞聘
中有优先权，这些岗位变成了“香饽饽”。

“区管校聘”实施后，教师的编制归
到教育主管部门，实现了教师能上能下、能
进能出，为优秀教师提供了发挥专业特长
的平台。同时，“区管校聘”所有教师、中层
干部、校长重新“洗牌”，教育局聘校长，学
校聘教师，有效平衡了区域内各学校的师
资力量。

该区在制定“区管校聘”方案时配套出
台了《学校教职工绩效考核指导意见》《教
育系统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等文件，建立健
全了激励约束机制，唤醒了教师的内生动
力，使其由“要我干”转变成“我要干”。教
师积极性提升了，获益最大的还是学生。
全区每年本科累计上线人数逾千，中职学
校毕业生就业安置率95%以上，86件（篇）
科技创新作品获省、市级奖项。

“通过实施‘区管校聘’，教育行政部门
在教师编制核定总量内，拥有教师管理、使
用‘全区一盘棋’的自主权，进一步理顺和
健全了教师队伍管理机制，有利于教师合
理流动，对促进师资的均衡发展、均衡配置
有很大的作用，增强了教师队伍活力。”郧
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辉说。

十堰郧阳区：教师“编随人走”
通讯员 秦天友 杨云虹 龚伟 曹君华

■基层创新

■基层探索

本 报 讯 （记 者 尹 晓 军
通讯员 刘渊德）“同学们，大
家居家学习已有十多天了，是
不是出现过不安和恐慌？我们
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焦虑情绪？
让我们一起转变心态、共同抗
疫⋯⋯”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
光，甘肃省张掖市山丹一中

“一抹阳光”准时开播，该校心
理教师黄晓宇正在为全县中小
学生进行线上心理辅导。

近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山丹县中小学生全
部居家开展线上学习。“考虑到
学生居家久了会出现各种不良
反应和现象，停课第二天，我们
就组织全县 100 余名中小学心

理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利用线上
平台，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学、

‘四史’教育和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动，丰富学生的居家生活，引
导他们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科学
战胜疫情。”该县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祁建军告诉记者。

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
山丹县共安排1000余名教师利
用网络平台分年级分班级进行
线上辅导，同时积极开展抗疫
知识宣传、体能训练、劳动教
育、音乐欣赏、名著赏析、书
法指导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
堂”，引导广大学生安心居家、
科学防疫，凝聚同心抗疫的强
大合力。

甘肃山丹

“空中课堂”助学生居家战“疫”

■基层速递

挖掘本土资源
开展劳动教育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连 燕

纯 记者 刘盾）“感谢广州市
招考办、广东省女子监狱在封
闭执勤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
努力，安排我们参加自学考
试。监狱还通过提供复习材
料、组织集体学习等方式，促
进我们在服刑期间也能够不断
丰富、提升自己。”近日，广东
省女子监狱服刑人员向芳 （化
名） 在监狱内参加了自学考试。

今年下半年，广东省女子
监狱、广州监狱和番禺监狱三
个特殊的考点，顺利完成了自
学考试组考工作。而早在今年
4 月，广东省女子监狱、广州
监狱就在全省率先重新开展自
学考试。在两次自学考试中，
广东省女子监狱 871 名考生报
考2836科次。

这背后离不开广州市招生
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广州
市招考办） 的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监狱实施封闭式管理，很多考
点的自学考试基本停考。“对于
很多服刑人员，参加自学考试
是他们安心接受改造的重要动
力，他们也将自考作为开启人
生新篇章的重要载体。如长时
间停考，他们思想波动较大，
不利于改造。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我们要直面困难、
担当作为。”广州市招考办主任
唐宏武表示，市招考办支持广
东省女子监狱在全省率先重开
自学考试。

率先重开监狱自学考试是
场攻坚战。广州市招考办、广
东省女子监狱通力合作，努力
做好自学考试疫情防控工作。
广州市招考办提前谋划、周密
部署，针对监狱考点强化疫情

防控、考务管理、试卷安全保
密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工作
方案和操作指引。广州市招考
办还协调属地招考办安排业务
熟练的考务主任，对监区内所
有考务人员进行自学考试防
疫、考务培训。相关部门各负
其责、通力合作。

广州市招考办、广东省女
子监狱以助力这些特殊考生教
育改造为出发点，积极运用线
上资源，打出“云”端服务组
合拳。广东省女子监狱加强考
前云辅导，通过制作自学考试
宣传片和相关视频资料，组织
考生统一学习。广东省女子监
狱还邀请广州市招考办相关专
家来监帮教，录制培训视频，
并对考生关心的自考问题进行
在线解答。在自考期间，广州
市招考办协调属地招考办和学
校派驻视频监考员和巡察员，
在监狱指挥中心值守，现场遥
控指挥监区考场内狱警监考员。

广东省女子监狱相关领导
介绍说，从2004年至今，该单
位已有8068名服刑人员参加自
学 考 试 ， 参 考 31601 科 次 ，
16971 人次获得单科合格，科
次合格率为 53.88%，3864 人
次获 100 分奖励性加分。该监
狱参加自学考试的服刑人员均
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减刑。

李再虹 （化名） 曾是广东
省女子监狱抗改和难管难教典
型，2018 年，自学考试将李再
虹拉回了“正途”，她两年内通
过了 7 个科目的考试。“自学考
试助力了我的新生，学习让我
找到了生活的光。”李再虹用全
新的面貌走出了高墙，并自食
其力地开办了一家小型快递公
司。

广州精细组织服刑人员自学考试——

高墙内完成答卷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日
前，青岛市教育局发布 《青岛
市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十
个一”项目行动计划》 实施意
见，设立中小学生“十大节
日”，旨在为青岛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十大节日”即体育节、艺术
节、读书节、写作节、劳动研学实
践节、合唱节、诗词文化节等。
各区市和学校要结合自身实际，

打造具有本区域特色的节日，
“十个一”项目要扎根于学校育
人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使每
个学生都能掌握学校、班级所开
展项目的技能、才能，养成习
惯。该市明确“十大节日”总体
原则是节日内容设计和课程课
时安排相结合，市级引领和区域
特色发展相结合，全员参与和比
赛提升相结合，过程性参与和阶
段性展示相结合。

山东青岛

设立中小学生“十大节日”

本报讯 （记者 黄星） 近
日，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
黄世界走进泉州市行政服务中
心教育局审批窗口，以窗口普
通工作人员身份，为群众办理
市直部门干部申请更改学历学
位事项，陪同办理了毕业生调
整就业改派事项，还进入线上
手机闽政通 App“泉服务”体
验了“掌上办”事项。

该项活动使教育行政领导
了解了教育局入驻行政服务中
心的具体事项和办理流程，以
群众“会不会”、流程“顺不
顺”、体验“好不好”、质效

“优不优”为标尺，从群众办事
角度，全流程倒查教育部门行

政审批存在的问题。
据悉，泉州市教育局进驻省

级网上办事大厅审批事项共 20
大项，子项 37 项，孙项 50 项，其
中，即办事项 43 项，承诺事项 7
项，所有进驻事项均实现 100%

“一趟不用跑”。今年以来，该局
行政审批共受理397件，所有审
批事项均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其中有 3 所民办高中通过筹设
和设立审批，有 1319 人通过高
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及中等职
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
定。结合此次“走流程”活动，泉
州市教育局将进一步完善、简化
审批流程及材料，为广大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福建泉州

局长“走流程”寻找审批堵点

■基层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