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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区域推进
2018年7月，为帮扶中江县打赢脱

贫攻坚战役，推动中江县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德阳市教育局在充分调研

中江县南片区教育和学校发展现状的

基础上，制订了《帮扶中江县南片区教

育质量提升工作实施方案》。

德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帮扶周期定为三年，总体目标为，

通过三年的工作，努力使中江的教育

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助推教育脱贫

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这份针对中江南片区的教育帮扶

工作方案，按照“以点带面，区域推进，

结对帮扶、务求实效”的原则推进。

总体来看，各项帮扶举措，既要针

对各中心校，也要构建南片区教育教

学改革共同体；在结对帮扶中，德阳市

教科院、市电教馆及 12所市直属中小

学校与帮扶学校形成一对一结对帮扶

关系，由帮扶学校全面负责帮扶实施

方案的制订，力求改善南片区学校的

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教

师业务能力，促进学校形成“有人性、

有温度、有故事、有美感”的新样态学

校。

2018年 9月，“中江县南片区教育

质量提升帮扶工作推进会”在德阳市

教育局召开。推进会的召开标志着结

对帮扶工作全面启动。

德阳市教科院院长唐永富介绍，

2018年9月以来，市教科院牵头组织对

中江南片区 10个乡镇，40余所学校进

行质量提升工作，通过送教到校、联合

教研、专题讲座、师生结对、跟岗交流、

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

工作开展以来，德阳市教科院和

相关直属中小学累计送课215节、培训

或讲座 54次，帮扶与被帮扶学校师生

互访累计 1200余人次，教师跟岗学习

交流160余人次，部分学校还和被帮扶

学校组织了校际教学竞赛活动。

此外，德阳市教育局还搭建了帮

扶与被帮扶学校相互学习、沟通和交

流的平台，通过互动交流和资源共享，

共同破解教学难题，使学校的课堂教

学质量明显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

专业素养显著提升。

结对帮扶，提升质量
在德阳市教育局的统筹、指导下，

中江县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结对

帮扶学校纷纷捐资捐物，补齐农村学

校硬件短板。

从德阳市教育局的一份捐赠表中

可以看到，东汽八一中学为中江县万

福中学援建一个包含一套语音教学设

备和 30台一体机电脑的语音教室、德

阳外国语学校捐赠普兴中心校多媒体

教学设备 32套……据统计，德阳市教

科院、市电教馆及 12所市直属中小学

校累计捐赠约130余万元教学设备，用

于改善中江南片区农村学校办学条

件。

走进中江县兴隆镇中心学校二年

级3班的教室里，语文教师李孟冰正在

运用多媒体上《太空生活趣事多》这堂

课，点一下手中的电子翻页笔，屏幕上

就出现了宇航员在太空生活的动画，

每到提问时间，孩子们总是大方举手，

表现自如。

“现在学校硬件设备不断优化，信

息化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兴隆中

心校校长蒋良松告诉记者，教师使用

多媒体的热情和课堂教学效率，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

性。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课改也是突

破口之一。根据德阳市教育局的帮扶

方案，要帮助被帮扶学校构建符合学

校实际的课程体系，探索并构建高效

课堂教学模式。

2018年9月，德阳市人民政府聘请

中国教科院研究员李继星为德阳教育

改革顾问，积极构建助推德阳教育发

展的五大体系。在李继星的指导下，

德阳中小学纷纷构建起具有学校自身

特色的教育体系。去年底，兴隆中心

校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心的“融卓

教育”高效学习模式基本构建。今年5
月，李继星再次到兴隆中心校指导五

大体系中公民教育体系的构建。

结对帮扶一年半以来，中江南片

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学

生们的成绩提高了，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更高了，各个学校也挖掘出了自身

的特色。

送教送培，铸强师资
农村教育的核心是教师，农村学

校要留得住师资，还需培育精品教师，

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

为此，德阳市教育局制订教师全

员培训实施方案，通过学术引领、校

级交流、校本研修等方式开展培训工

作，2019 年，全市共 23867 名教师参

训。除实施教师全员培训方案外，各

帮扶与被帮扶学校还通过送教送培、

跟岗学习等方式缩短年轻教师的成

长周期。

2018年 10月，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叶俊芝名师工作室成员到兴隆中心校

送教，标志着两校结对帮扶工作正式

开展。一年多以来，两校师生互访交

流120人次，跟岗学习87人次。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制订《德阳市

岷山路小学“城乡结对帮扶”工作实施

方案》，与中江县仓山镇中心小学就德

育、教育教学工作展开深入交流。仓

山小学的教师们纷纷表示，两校的交

流学习提高了自己在实际教学中的应

用能力。

2019年5月，德阳市东电外国语小

学举行数学教研专题展示活动。活动

中，中江县石龙乡中心学校的教师们

不仅观摩了东电外国语小学“说数学”

展示课，还加深了对“说数学”这门教

学艺术的理解。

通过送教送培，很多教师的课堂

教学模式得到了改进，教育教学理念

得到了更新；通过“问诊式”的听评课，

教师明确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和改进的方法。

结对帮扶也让教师业务能力得到

提高。在去年德阳市优质课竞赛中，

兴隆中心校教师曾馨作为中江县14个

学科参赛者之一，捧回了全市一等奖

的荣誉。

屈直表示，对中江县南片区学校

质量提升帮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

作，在结对帮扶工作的推动下，中江县

农村学校优质发展、教育质量的跨越

式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中江教育的“筋

骨”更加强壮了。

近日，在四川轻化工大学白酒学院

的酿酒生物技术及应用实验室内，一位

教师正指着眼前整齐排列着的几口泥

缸为学生讲解中国白酒酿造中的泥窖

工艺。该实验室由四川轻化工大学、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设计院联合共建，将育人、产

业、科研融为一体，探索产教融合道路，

助力宜宾“学教研产城一体化”建设。

2016年，宜宾市提出“城市围绕大

学建、产业依托教育兴”的发展理念，

启动大学城、科创城“双城”建设。去

年，本报对宜宾“双城”建设的背景、历

程、成效进行了详细报道，探索宜宾市

如何走出一条产、教、城良性互动发展

的改革之路。2019 年下半年，宜宾先

后成为全省唯一的“学教产研城一体

化试验区”和全国首批产教融合型试

点城市。近日，记者再次探访宜宾大

学城、科创城，感受“学教研产城一体

化”建设的脉动和变化。

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的产教融合

跨专业综合仿真模拟实训中心，业务

经理、银行专员、税务专员的名牌，摆

放在大厅的办公席上。“平时这里都坐

满了前来实训的学生，很热闹，他们模

拟各种角色，在校内就能得到工作体

验。”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说，“学校融

入宜宾‘双城’建设，破解了办学资源

不足、办学空间有限的难题，为学校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该校根据宜宾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传统学科在宜

宾校区转型升级，布局了人工智能、新

材料、汽车与交通、商学院、科技设计

等宜宾产业发展需要的新兴学科。

高校围绕“产业链”设置“专业

链”，才能实现“产业依托教育兴”的理

念。围绕宜宾市“8+2”产业集群中的

智能制造产业，电子科大研究生院宜

宾分院，单列了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

机技术、软件工程等方向研究生招生

计划。同时，鼓励引导学校专业教师

到生产一线，吸引企业技术骨干到学

校担任兼职教师，推进校企协同育

人。四川大学宜宾园区引入学校机

械、环境、建筑、轻纺、食品等专业的科

研团队30余个，打造了智能制造平台、

智能测控平台、先进材料及数控刀削

平台，构建集先进的技术研发、中试平

台建设、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协同创新

机制，服务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宜宾市已经与19所高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办学高校达到7所，

已有 11个产研院和 2个院士工作站落

地，新增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等9个

省级科研创新（孵化）平台。成都理工

大学等4所高校的宜宾校区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它们将在今年秋期建成开

学，届时，宜宾大学城学生人数预计将

从5.7万人增加至7万人。

本报讯（徐显强）构建现代学校治

理体系是新时代学校管理的要求。为

抓实学校目标管理，古蔺县教育和体

育局制定印发了《古蔺县中小学校（幼

儿园）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目标管理

考核办法》，推行校级领导班子及成员

“任期+年度”目标考核管理机制，首次

对学校领导及班子成员实行“个性化”

考核，避免千人一面的考核模式，有效

助推学校特色化发展。

为扎实推进“区域中小学校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改革试

点”项目，今年以来，古蔺县教体局多

次召开项目工作推进会，研究学校目

标考核工作，要求各学校站在科学、特

色发展的高度，制定学校班子任期目

标+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机制，并上报县

教体局项目指导组审核。

“从各校上交的资料来看，主要

存在目标不全、定位不准、重视不够

等问题，有避重就轻和避实就虚现

象。各指导组成员要根据学校实际，

按照‘找差距、补短板、跳起摸高’原

则，指导学校修改完善班子任期目标

和年度工作目标，使考核工作更具针

对性和实效性。”古蔺县政府总督学罗

林在目标管理考核评估办法专题研

究会上说。

“我校上交的近期目标和年度目标

包括党建工作、德育提升、队伍建设、教

育科研等方面的内容，在县教体局项目

组的指导下，经过修改完善后的工作目

标内容更具体，目标更明确，操作性更

强。”古蔺中学校长邱宏说，这种个性化

的考核更能促进班子团结和谐，增强学

校凝聚力和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倒

逼学校内涵和特色化发展。

评价是方向盘。古蔺县今年印发

的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凸显了个性化和

科学化：首先，考核的对象不仅是学校

及校长，还增加了班子成员；其次，考

核的标准不是“一把标尺”，而是“一校

一标尺”；再次，考核内容增设了满意

度评价，包括党政、家长、教职工、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评价。

从今年起，古蔺县教体局将按考核

办法对所辖学校法人单位班子任期目

标及年度工作目标实施个性化考核，并

将考核结果作为学校班子成员绩效评

价、评优选先、职称评聘、晋级晋升、交

流任用的重要依据。

为充分发挥目标考核的导向性作

用，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古蔺县教

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鑫要求：“教育

综合改革要直面问题，去掉功利思想，

构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的新时代学校治理体系；要

精准制定发展目标，体现公平公正、科

学简便考核原则，以考促评，提升学校

办学品质。”

四川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
分会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胡敏）日前，四川省教育

学会学前教育分会（以下简称“学前教育

分会”）重建暨会员代表大会在蓉召开。

会议公布了该分会筹备过程及新一届理

事会、秘书处人员名单。成都大学师范学

院院长刘先强当选为学前教育分会新一

届理事会会长。四川省教育学会会长刘

东向刘先强颁发了聘书。

据介绍，四川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分

会的前身为四川省教育学会幼儿教育分

会。2019年，四川省教育学会经过换届产

生了第四届理事会，为加强分支机构管

理，完善学会组织体系，增强学会活力，经

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展分支机构清

理整顿工作。在此背景下，四川省教育学

会对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事项

进行了审议，审议决定四川省教育学会幼

儿教育分会更名为四川省教育学会学前

教育分会。

“学前教育分会的成立，正处于我国

学前教育发展走向质量转型的重要节

点。”成都大学副校长杨玉华在致辞中表

示，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具有 100余年悠久

的办学历史，为地方幼儿园培养了一大批

卓越的园长和管理骨干。依托学前教育

分会将继续凝聚专业智慧，汇聚各地幼教

专业力量，为我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开

山探路。

刘先强介绍了理事会工作规划，四川

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分会将设立七个工

作部：幼儿园园长领导力工作部、区域学

前教育改革与政策研究工作部、幼儿园管

理与质量评估工作部、幼儿园课程（游戏）

研发与推广工作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工

作部、托婴/托育促进工作部、多元文化与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工作部。学前教

育分会将在建设教育智库、建立成果提炼

机制、引领区域学前教育科研、培养和服

务幼教人才、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专项

研究、改善学前教育舆情、建设幼儿教育

国际交流平台七个方面提供智力和平台

支持。

会上，还发布了四川省教育学会学前

教育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四川师范

大学教授鄢超云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成都市高新区园长文化领
导力提升项目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日前，由成都市

高新区教育发展中心主办、成都大学承办

的“成都高新区2020年度幼儿园园长文化

领导力提升项目培训”开班，高新区 50名

园长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项目首席专家、成都大

学师范学院院长刘先强向参培学员介绍

了项目实施方案和此次培训的特点，他相

信通过此次培训更能切实提升幼儿园园

长文化领导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专业

化明显、领导力突出的幼儿园园长队伍，

为促进高新区学前教育特色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随后，他分享了芬兰等国的学前

教育发展经验，介绍其主要的制度文化和

幼儿园管理模式。

西南交大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杨兴

鹏博士组织学员开展了独特有趣的团建

活动，让学员们在活动中相互熟悉，体验

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效用。

据悉，此次培训是成都市高新区在

“2019 幼儿园园长基础领导力提升研训”

的基础上，着力促进高新区学前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项目，以期用文化建设来引领

课程建设。培训内容分为幼儿园规划与

文化建设、幼儿园精神文化建设、幼儿园

制度文化建设、幼儿园课程文化建设和幼

儿园物质文化建设 5大板块，培训共计 16
天，其中集中培训11天，跟岗观摩5天。

眉山市教体局与四川工商
学院签订校地合作协议

本报讯（何婷）近日，眉山市教育和体

育局与四川工商学院校地合作签约仪式

在四川工商学院举行。

会上，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廖仁

军对四川工商学院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实

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协议

为契机，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师资培养

培训、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等方面务

实合作，实现共赢。

四川工商学院副董事长胡雁介绍了

近年来四川工商学院适应市场需求，服务

地方建设，大力发展相关专业，特别是教

育类专业的情况与成果，并对今后双方同

向发力，合作共赢寄予期望。

校地双方将携手并进，共同打造“地

方支持高校发展、高校助推地方建设”的

典范，为推动眉山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

作为四川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德阳市中江县，也是留守

学生占比44.3%的农业大县、劳务输出大县，在办好家

门口的学校的同时，也在努力做到让每一个学生享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根本

途径。”德阳市教育局局长屈直说，用教育为扶贫助

力，才能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教育先行。近年来，德阳市教育局出

台一系列帮扶中江县南片区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措

施，送到农村学校，为中江教育“强筋壮骨”，让中江娃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城镇一样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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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宜宾市“双城”——

感受“学教研产城一体化”建设的脉搏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董志文

古蔺县“个性化”考核助推学校特色化发展

■ 本报记者 殷涛 文/图

新闻动态 德阳市教育局多措并举提高帮扶质量——

为中江教育“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