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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思政教育
“金课”
打造有热点、有温度、有知识、有深度
的思政教育“金课”
，学习人次超过

12亿

探索教育强省建设的湖南路径

湘江北去，奔流不息，蕴藏着湖
南教育行稳致远的发展思路，见证了湖南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党的十八大以
来，湖南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南时的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动教育现
代化，着力构建湖湘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实现了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从“人口大省”到“教
育大省”的历史性转变，探索出了一条建设
教育强省的湖南路径。

坚持高位推动 落实优先发展

、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崇文重
教，是湖南人的情之所系、优良传统；优先
发展教育，建设教育强省，更是历届湖南省
委、省政府的浓厚情怀和战略定位。党的十
八大以来，湖南把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不断放大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省委明确
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市县
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
三级普遍建立了以党委副书记任组长的党委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重大教育改革事
项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推进实施、督促
落实，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各级
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教育优先发展的政治责
任，坚持教育事业优先部署、教育经费优先
保障、公共资源优先配置教育领域，涌现了
“泸溪经验”以及一批重教书记、重教市长、
记
重教县长，将“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
减”落到实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得到全面
厅长
贯彻。

夏智伦

着眼民族复兴 高举育人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湖南“十步
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优势，高扬“为时
代育新人”主题，全面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
工程，把思政工作贯穿大中小学校办学治校
全方位、全过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培根铸魂。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学
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深入实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扎实推进教育部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探索出了
一条富有“湘味”的“三全育人”路径。汲
取奋进伟力，把红色精神、伟大思想写进广
大师生心中，播下崇高信仰的种子，推出了
《社会主义“有点潮”》《百年党史“潮”青
年》 等现象级理论宣传精品，实现“思想红
与流行红”相统一；创办火遍全国的“我是
接班人”网络大课堂，打造有热点、有温
度、有知识、有深度的思政教育“金课”，学
习人次超过 12 亿，被中宣部和教育部评为优
秀案例。持续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
人体系，新时代劳动教育、体育、美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等重大文件相继出台，让每一个
少年儿童都能在“五育”并举中健康茁壮成
长。

坚守人民立场 改善教育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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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
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的十八大
以来，湖南直面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
题，下大力气增加公办园学位、加强配套园
建设和治理、提高保教质量，2021 年全省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8.62%，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全面建成 101 所“芙蓉学校”，新增
学位 14.6 万个，优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校
就读，打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新标杆；
深入推进“新田经验”，优化提质乡村小规模
学校，推进乡村教育信息化，实现城乡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办好更多“家门口”的好学
校，2020 年全省整体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国家认定。积极破解义务教育“大班额”难题，
超大班额实现清零，大班额基本清除，大班
额、超大班额降幅居全国首位，普通高中超大
班额全部清零，大班额比例降至 0.77%。全面
消除随迁子女就业升学障碍，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入学率达到 97%以上。以精准扶贫首倡
地的责任担当，全面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
家庭困难而失学”的承诺。以“双减”为契机，

2.直面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深化教
育教学改
革，促进全省
中小学生全面
发 展 、健 康 成 长 ，
作 业 管 理 、课 后 服
务、校外培训监管等
主要指标位次排名全国
前列，让人民群众的教育
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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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努力攻坚克难 深
化教育改革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
湘文化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
教育勇立潮头谋创新，敢为人先抓改
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多项重大改革创新举措领跑全
国。率先下放高校职称评审权，向省直管
县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让人才穿上“合脚鞋”；率先实施乡
村教师人才津贴制度，率先启动实施农村小
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十年来共计培
养 5.45 万 人 ， 从 根 子 上 解 决 乡 村 教 育 “ 切 肤
痛”；率先实行县级政府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教
育工作督导评估考核，推动教育督导“长牙
齿”。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创新推动教育数
字化转型，实现“农村教育逆袭”，探索“智慧教
育生态”，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省份、具备推广价
值的湖南路子；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成为全
国首批建设产教融合试点省，2020 年入列部省共建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多项核心办学指标位居全
国前列，两次获得国务院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全方
位的教育改革，让更多湖湘学子拥有了人生出彩机
会。

主动融入大局 增强服务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党
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
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紧密对接“一核
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不断提升教育与经
济社会发展契合度。高校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湖南高校通过下好学科建设“先手棋”，打
造人才培养新高地，当好科技创新“排头兵”，扩
大教育开放“朋友圈”，不断擦亮湖南高质量发展
“底色”。十年间，全省高校 1007 个本科专业点被
认定为一流专业建设点，占比达到 38.7%，5 所高
校进入全国“双一流”建设序列，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 113 项，承担
了省内 90%以上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诞生了
超级计算机、“海牛”深海钻机、高性能沥青
基碳纤维等系列世界领先科技成果，累计培
养高校毕业生 450.05 万人，一大批有情怀、
有担当、有本领的“高精尖缺”人才和“技
能湘军”扎根西部和基层，在服务国家战
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书写无悔青
春。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
山。当前，疫情仍在持续，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教育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有质
量教育的期盼前所未有，实现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前所未有。
面对时代交给的新考卷，群众翘
首的新期待，湖南教育系统将始
终胸怀“国之大者”，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
“ 闯 ”的 精 神 、
“ 创 ”的 劲 头 、
“干”的作风，全面推动各
级各类教育优质协调发
展，努力建设更有质
量更加公平更具特
色的湖南教育体
系，使教育强省
的湖南路径越
走越宽、越
行越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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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新晃芙蓉学
校大门。
图② 湖南新田：
乡村幼儿园里快乐多。
湖南省教育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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