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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共享优质资源
“你说得很好，不管别人怎样评

价，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曾家岩分

校的一堂语文阅读专题课上，塘坎上

小学骨干教师刘厚英在教学生阅读

方法时，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说错没

关系，证明你参与了。”“和别人想法

一样也没关系，你还可以补充。”……

一节课，学生们被“花式鼓励”，积极

踊跃地举手回答问题，课堂气氛热闹

起来，学生的思维也活跃起来。

被鼓励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教室

后面听课的老师。曾家岩分校教师

张雪莲说，每次听本部老师的示范课

都很有感触，既学到了钻研教学素材

的方法，也学到了如何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不仅是骨干教师示范课，分校与

本部在管理、教研等各方面都进行一

体化发展。根据自流井区安排，塘坎

上教育集团设立集团理事会，塘坎上

小学校长尹萍任集团理事会理事长，

塘坎上小学其他班子成员和曾家岩

分校校长、鸿鹤分校校长任理事，组

成塘坎上小学校教育集团最高议事

机构。曾家岩分校、鸿鹤分校保留现

有的独立法人单位性质。

统一管理如何实现？尹萍介绍，

塘坎上教育集团成立了“三个中心”，

将一体化发展落实到学校各方面的

工作中：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统筹指

导集团教师培训、教学研究、教育科

研、教育技术等工作；建立学生发展

中心，统筹开展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卫生教育；建立

后勤服务中心，对集团经费收支、资

金投入、办学条件改善进行统筹管

理、规范管理、优化管理。

老师更主动，学生更自信
一体化办学实施大半年，师生的

体验怎样？曾家岩分校教师苏德裔

告诉记者，老师有了“取长补短”的机

会，本部的备课会、教研会分校老师

可以参加，每周还有骨干教师送教上

门，老师之间的交流很频繁。

“开阔了眼界，有压力也更有动

力。”曾家岩分校六年级学生徐雨轩

说，这学期她第一次参加航模比赛，

在校少先队代表大会上作为学生代

表发言，与几个校区优秀学生在一

起，感受到压力，也更有动力。

邓仁禄的感受则是学校发展驶

入了“快车道”，从普通城乡结合部学

校变身优质学校分校、和集团学校一

体化办学之后，各方面都在发生变

化：管理更精细化、规范化；教师更主

动，各学科都有一些愿意创新教育方

式的老师；学生更自信，见面主动问

好、喜欢回答问题了。

“机制创新、文化互融和刚性推

进是一体化办学的三部曲。”塘坎上

小学副校长何志忠认为，“三个中心”

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一体化办学

的落地，本部的办学理念、校园文化

则通过航模比赛、现代小学数学、国

学、群文阅读、感恩教育等学校特色

活动和课程逐渐与分校互融。

“以‘名校+弱校’的方式组建教

育集团，打破了固有的布局壁垒，助

力教育优质均衡稳步推进。”自流井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李良生认为，

通过融合，名校和弱校的师资水平

在均衡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能充分

调动成员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和全体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突破弱校质量

发展瓶颈，办学效益凸显“1+1＞2”，

“塘坎上小学教育集团在管理模式创

新方面的有益探索，为进一步推进自

流井区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范例，增

强了全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信心

和决心。 ”

据了解，集团化办学是自贡市加

快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

的重要举措。目前，自贡市共建立教

育集团 36 个，其中自流井区 1 个（塘

坎上小学教育集团）、贡井区 2个（育

才小学教育集团、田家炳中学教育集

团）、大安区 2 个（江姐中学教育集

团、何市镇中心校教育集团）沿滩区

1个（沿滩幼儿园教育集团）、富顺县

30个。

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

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总体思路是“政府

主导、补齐短板、普职并重、关注内

涵”，其中，“普职并重”就是要统筹发

展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

优化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促进普通

高中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满足学

生多样化选择需求。

攀枝花市现有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19所，其中普通高中11所、中等职业学

校（含技工院校）8所，普高和中职现有

在校生规模分别为 2.18万人和 1.46万

人。2020年，普高招生数7142人，中职

招生数6210人，实现了国家、省对两类

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政策要求。

攀枝花市深入研究并落实国家、

省对加大两类高中协调发展、确保职

普招生大体相当的工作要求，加大两

类高中统筹发展力度，专题研究、多方

联动，强化高中阶段教育学校年度招

生工作顶层设计。通过召开高中阶段

教育招生工作专题会，通报各县（区）

两类高中招生情况，并把两类高中招

生工作纳入对县（区）政府考核的重要

内容，按照分步推进原则，有计划、有

步骤逐年调整优化职普招生比例。

“十三五”期间，攀枝花市投入资

金 11.15 亿元迁建、新建普通高中学

校，投入 2.1亿元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基

础条件，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达到

95%。普通高中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中

职教育产教融合特色鲜明，两类高中

实现了高质量协调发展，成为该市打

造区域教育高地的中坚力量。

全市建成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2所、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4所，省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占公办普通高中比例

达75%；普通高中教育质量位居全省第

一方阵，升学率逐年提高。攀枝花市

创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3所、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学徒制试

点学校 4 所，组建了 3 个职业教育集

团；牵头成立了川西南、滇西北职业教

育联盟，实现了更高效的职业教育跨

区域交流、合作；中职毕业生就业率持

续保持 98%以上，升学率保持 3年连续

增长；中职毕业生连续获得3届世界技

能大赛焊接项目冠军。

实行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改

革，促进普通高中优质发展。围绕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实施校企协同育人，中

职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紧密对接。攀枝花市开展跨属地联合

办学，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充分整合资

源、深度合作，2018年启动“普职融通”

试点工作，2所中职学校与 2所普通高

中先行先试，探索升学预备教育、艺体

特长教育、就业预备教育“三位一体”的

综合高中办学模式，为高中阶段学生提

供了更加灵活、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搭建了更加多元的成长平台。

2019 年起，国家、省连续印发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四川

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两类高

中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系列政策

的出台，为攀枝花市两类高中充分协

调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为

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该市每年都结

合实际做好两类高中招生政策的公开

发布和解读。同时，按照全省统一部

署，启动使用高中阶段统一招生平台，

鼓励初中毕业生自愿跨区域选择中等

职业学校和专业。

本报讯（邓昌霞 摄影报道）2021
年新年伊始，一场创变在深处乌蒙山

系余脉的高县小山村里悄然进行着。

十余名乡村教师充分利用乡村现有资

源进行团结协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

完成高县文江镇云山村幼儿园的环创

改造，成功打造了一所功能齐全、环境

温馨的“小而美”乡村幼儿园。

云山村小学附属幼儿园的教师团

队根据县专家组的构思建议，将每一

间教室进行功能区角划分，按搭建区、

美工区、图书区、益智区、户外活动区

进行改造，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融入

了自然的元素，装点出不同的色彩。

精心打造的快乐读书吧，让幼儿

从小养成喜爱阅读的好习惯；使用旧

物改造而来的美工区，让幼儿体验到

资源再利用的价值，感受美、创造美

让幼儿的心灵更富足；建构游戏让幼

儿的想象力有了施展的空间，让乡村

幼儿也可以在游戏中学习；户外活动

让儿童在游戏中锻炼身体素质，保障

幼儿每日体育运动时间。改造后的

幼儿园空间更具趣味性、创造性，幼儿

的参与空间更大，可以让乡村儿童的

德智体美劳在“小而美”的环境中更好

地发展。

据悉，云山村幼儿园将于 2021 年

春季正式招生，届时可容

纳 100余名适龄幼儿入园

学习，全面保障了该村儿

童入园需求。

近年来，高县立足县

域实际，深抓教育资源整

合，加大城市优质学前资

源向农村辐射力度，全力

推动乡村幼儿教育品质

提升。全县投资近亿元先后实施三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8050”攻坚计划，以学

区联盟、示范园打造带动全县乡村学

前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已初见成效。

未来 5 年，高县还将继续加大办学投

入，加强幼儿教师培养，提高幼儿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打造一批高品质乡

村幼儿园，让改革发展成果与更多儿

童共享。

威远县
抓基层打基础，夯实党建

根基
本报讯（罗春素）近日，威远县教育

和体育局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提升教育体育系统基层党建

工作质量。

优化设置，不断规范组织体系。坚

持对标党支部工作条例及中小学党建

相关规定，促进组织、队伍、保障标准

化。107 个党组织完成换届，同步清理

委员设置不规范党组织14个，规范组织

名称24个；公办学校派出76名党员支持

无党员的幼儿园、培训机构建立联合党

支部，截至2020年9月，公民办校（园）及

培训机构党组织及党的工作覆盖率均

达到100%。

创新管理，不断提升组织能力。坚

持创新组织生活的指导、督促机制，促

进“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

规范化。形成了威远中小学党建“清

单+调阅+培训+整改”管理模式。第 2、
3轮调阅共查摆整改问题 1000余个，覆

盖90余所学校，成功承办市基础党建现

场会，管理模式受到市委组织部、市委

教育工委高度评价。

三级带动，不断强化示范作用。坚

持以党建品牌示范校带动全县学校，中

心校带动二级校、民办校，党员带动教

师，三级带动成效明显。在特教校“爱

心育残党旗红”、小河中心校“红烛先

锋”等党建品牌示范校带动下，高石镇

中心校等各校积极探索“向阳生长”等

党建品牌。疫情阻击战中，党员第一时

间响应县委教育工委“摸清疫情上战

场，我是党员我先上”号召，全县各镇主

要街道上 110 个学校宣传点始终党旗

飘扬；脱贫攻坚战中，252名党员干部主

动认领结对帮扶户，县教育体育局 2次

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五个一”帮扶先进

集体。

道孚县
“三个抓手”推动教育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甲旦）2020年，道孚县立足

“三个抓手”，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强抓校点布局，把“小资源”变成

“大矿山”。围绕“两集中、一基础”基本

办学框架，大力推进集中规模办学，全

力调整县域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校点

布局。年内调整学校 13 个，整合学生

3300余人、教职工 79人、新增教职工 20
人，完成教学设施4万余平方米建设，落

实960余万元配置教学设备。

巧抓师资建设，用“小措施”培养

“大能力”。着力校长队伍建设，依托省

内对口帮扶、东西部协作、国培省培等

项目，对全县各学校校长实行轮训，开

展“送教下乡+工作坊混合式研修”、专

题培训等，全面强化教师素质提升，共

计 1426 名教师参加培训，援助教师 28
人，成功申报 3个州级名师工作室科研

课题，成立县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8
个。

真抓制度落实，让“小气候”优化

“大环境”。在“治”上严格按照“考、培、

降、转、待、退”工作要求，继续实施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学科知识水平测试，对 3
名不合格教师严格落实了相关处置措

施。在“奖”上实施“多劳多得，优质优

酬”的分配原则，以15%的幅度提高特殊

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水平、对特级教师按

照每人每月 5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落

实100万元教育基金开展教育教学先进

典型表彰活动。

夹江县
对全县培训机构全覆盖

检查
本报讯（夏莱文）日前，夹江县教育

局派出 7个小组，对全县 73个校外培训

机构展开全覆盖检查。

检查组一行重点查看了校外培训

机构两案九制、日常防控、留观室、防疫

物资储备情况和防疫知识宣传教育等

方面工作，并按照防疫工作要求，逐一

对照，指导整改，凡是问题严重而又整

改不力的培训机构，一律暂停办学。

检查组强调，随着春节将至，校外

培训机构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一定要

坚持登记、扫码、测体温、健康询问、戴

口罩、洗手等基本防控措施，突出重点、

人物同防，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

下一步，教育局将继续按照“组长

包片，组员包校”的安全防控管理体系，

持续开展不定期检查，确保校外培训机

构规范性管理。

驶入“优质教育”快车道
——自贡市自流井区塘坎上小学校集团化发展小记

近日，自贡市自流井区传来
好消息，自流井区塘坎上小学校
集团化办学初见成效：本部和自
流井区塘坎上山水名苑小学校
双双获得该区教学质量管理考
核一等奖，另外两所于2020年
6月新加入的分校曾家岩小学、
鸿鹤小学在各项考核中也稳步
上升。

“教师更主动，学生更自信，
家长更信任了。”塘坎上小学曾
家岩分校校长邓仁禄这样描述
该校加入塘小教育集团大半年
来的变化，一体化办学还得到了
家长的认可，不少家长咨询是否
符合政策，希望把孩子转到曾家
岩分校上学。

■ 记者 胡敏 何文鑫 摄影报道

为学生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
——攀枝花市促进两类高中教育协调发展

■ 潘雯

一所“小而美”乡村幼儿园的成长

塘坎上小学曾家岩分校孩子们的课后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