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xw@163.com2

JYDB

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殷樱 美编 李静 新闻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科普互动趣味浓

日前，泸州市纳溪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青少年科普实

践活动，通过参观体验、游戏互动、

知识讲解等，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

知识，激发科学兴趣。图为纳溪区

逸夫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观察“气压

风车”。

（廖胜春 摄影报道）

船山区精心做好送教上
门工作

本报讯（冯利婷）为推动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总决战，不断

提升送教上门服务质量，遂宁市船山区

教育和体育局精心部署，全力做好送教

上门工作。

船山区资源中心与各个学校形成合

力，与涉及“送教上门”的学校建立 QQ
工作交流平台，并与全区每一个送教学

校和教师保持业务联系，随时进行业务

指导。通过收集“送教上门巡回指导需

求征询表”了解普校的教学管理者及教

师的困惑，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指导。

船山特校的老师多次分别到各送教

学校，对负责送教上门的老师进行专业

测评、专业化教学、资料规范填写存放等

方面进行了一对一的解读。对于特殊个

案，中心资源教师跟随送教上门老师一

起到个案家里进行了教育测评和教学示

范。

截至2020年10月，各送教老师共为

全区 49 名残疾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服务

2000多次。

“船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将继续推进

送教上门工作，确保送教上门的规范性

和专业性，让每一个残疾孩子有质量有

尊严地接受教育。”船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米强表示，近期，船山区

将组织今年涉及送教上门的14所学校，

84名教师及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确保

送教上门工作更加有序、高质量地推进。

苍溪县多措施促民办教
育规范发展

本报讯（张斌 范天志）近年来，苍溪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办教育，始终把

民办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创新招引

方式，健全管理机制，促进全县民办教育

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规范行政审批。出台《苍溪县

民办学校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民办

学校行政许可办事指南》100余份，建立

健全民办学校审批机制，审批事项100%
纳入政务服务平台管理。二是加大招引

力度。近年来，引进高端园7所，引进高

品质培训机构8个。苍溪天立从幼儿园

到高中全面开班，引入优秀教师151人，

招生 2149 人，减少优质生源外流，民办

优质教育优势不断彰显。三是强化年检

年审。出台《苍溪县民办学校年检办

法》，实行民办学校属地管理制、年检量

分制、黑白名单公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

等。近年取缔校外培训机构13家，关停

民办园 15 家。四是加强过程管理。实

行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章程管理，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全面保障教职员工“五险”、

工资等福利待遇，实行星级园动态退出

机制。四川省校外培训机构信息管理平

台监管纳入率100%。

本报讯（谌寒 汪红波）近年来，

青少年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

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为擦亮青少年学生的“心灵之

窗”，广安市高度重视，从构筑体系、

爱眼教育、动态监测、体育固本入

手，探索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措施，全力推进

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有效降低儿

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

“大行动”引领，构筑防控体系。

由教育、卫健等8部门联合成立机构，

建立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家校

协同、社会参与”的儿童青少年近视

综合防控机制，以“清单制+责任制”

的方式，明晰责任，厘清路径，推动普

查监测、两项达标、常态教育等系列

专项行动有序实施。结合疫情期间

线上学习实际，专门就线上教育教学

近视防控工作印发通知，规范作业布

置，控制作业总量，减轻过重课业负

担。秋季开学以来，该市还严格规范

学生作息时间，坚持每天两次集体眼

保健操，帮助缓解用眼压力，保障学

生用眼健康。

“多活动”体验，树立护眼意

识。该市通过宣传专栏、广播电视、

微信公众号、家长工作群等宣传媒

介，广泛开展近视防控宣传引导。

今年秋季以来，各地各校组织开展

了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通过

制作眼健康知识宣传栏、在教室固

定张贴科学用眼护眼知识宣传画及

“视力表”、开展爱眼知识卫生讲座、

“爱眼护眼”签名活动、预防近视手

抄报征集比赛等，开展护眼健康教

育，普及近视成因危害，督导学生科

学用眼，提高视力保护能力。

“兜底性”保护，增强防控效

果。建立市县校三级儿童青少年视

力监测体系，实行学期视力普查监

测。今年来，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对

0—6岁儿童开展了眼保健和视力筛

查，筛查率达 91%。为动态监控，该

市聘任了779名公立医院、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编在岗专

业技术人员为学校卫生健康副校

长，定期到校普查检测，并将视力监

测和筛查结果向学生家长反馈、记

入健康电子档案，开具个人运动处

方和保健处方，指导学生科学矫

正。为改善学习环境，该市启动开

展“美丽校园”三年行动计划，全面

排查各级各类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

及课桌椅配备不达标的问题，分批

次推动达标工程实施，从硬件投入

上为学生建立良好的视觉环境，同

时还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

术，对视力健康工作提出干预措施

和改进意见。

“固本性”防御，提高学生体

质。将健康体质作为提升学生近视

防控的固本工作，组织各地各校广

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建立每年举

办 1 次校级运动会（体育节）的长效

机制，落实每天1小时校内锻炼和课

间 10 分钟休息时间，丰富多彩的大

课间体育活动和校园足球、健康跑、

跳绳等体育项目，并将体育锻炼纳

入课后服务内容。为避免校内紧校

外松，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还创新

加强中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监管工

作，实施“60万中小学上家访工程”，

家校联动、疏堵结合地监督指导学

生自我管控、劳逸结合、保护视力。

《星星诗刊》杂志社与成都
文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胡敏 夏应霞）日前，《星

星诗刊》杂志社与成都文理学院达成战略

合作关系，双方签约仪式在四川省作家协

会召开。

《星星诗刊》自 1957 年 1 月创刊以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新诗刊物，在 63
年里一直以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为己任，见

证着中国新诗发展的轨迹。成都文理学院

始建于 1999 年，是根植成都面向全国的新

锐高校。

现场，《星星诗刊》杂志社和成都文理

学院双方代表签署了 2021-2025 年合作协

议。将在五个方面加强深度合作：《星星诗

刊》推动和协助在成都文理学院校园内建

立诗歌创作与研究工作室，开展诗歌创作

与研究工作；《星星诗刊》关心和指导成都

文理学院学生与教师的创作与研究，并择

优发表作品，组织海内外著名诗人、诗评家

进校园辅导教师、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研究；

继续以《星星诗刊》杂志社名义每年举办一

次“中国·星星年度杰出诗人”评选，使之成

为中国诗歌界的重要品牌；继续以《星星诗

刊》杂志社名义每年精选、推出一本《中

国××××年度青年诗歌精选》；继续联合举

办中国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每年一期。

今年 7 月，经过资格审查、竞职演

讲、民主测评等环节，罗江成功被聘为

宝兴县实验小学校长。他感到惊喜又

意外：“进县城当校长，放在过去，想也

别想。”

之前，罗江是宝兴县乡村小学校

长，学校一共15位老师，36名学生。全

县学校布局优化调整后，他壮着胆子报

名应聘拥有 82 名教师、1002 名学生的

实验小学校长。

随之而来的是，他需要立马搭建好

校领导班子，核定教师岗位数，公开招

聘教师，考虑新制度设计下学校如何管

理……这一切都需要在 8 月底之前完

成，任务艰巨。

由罗江引出的是宝兴县已经完成的

学校布局优化调整改革，即布局优化后

学校集中办学，另一项改革是县管校聘。

宝兴县是地广人稀的山区小县，人

口只有 5.8 万人，财力有限。该县为何

同时进行两项改革，又如何保证平稳过

渡，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因地制宜

的举措？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前往当

地进行了深入采访。

◆如何解除编制与学校捆绑的束缚？
在编制总量下实现动态调整
学校布局优化调整前，宝兴县一共

有 35 所学校。小而弱的多点布局，导

致教育经费和教师资源的耗损。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识，今年，宝兴县开始将

改革带入实质性阶段，大刀阔斧，争取

一鼓作气解决诸多教育发展障碍。

布局优化调整后，宝兴县共有 8所

中小学、1 所幼儿园，分流教师 171 名，

临聘教师减少 62 名，师资得到合理配

置。调整后，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去哪所

学校读书。

宝兴县也充分照顾当地文化传统，

而非“一刀切”让小学校全部调整。比

如，蜂桶寨小学学生人数不足 50名，但

考虑到此处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

地，形成了特有的熊猫文化，所以予以

保留。

但整合学校，势必牵涉学生能否就

近入学、是否增加学生家庭负担等问

题。宝兴县教育局局长李德伟介绍，在

脱贫攻坚中，宝兴县实现了道路“村村

通”“组组通”，利用集中办学节余的资

金和募集到的慈善捐赠，补贴学生上下

学交通等费用，家长不会因此额外增加

开支。

罗江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对于偏远

乡村小规模学校整合到大学校的学生，

一般资助在政策范围内都向其倾斜。

以实验小学为例，距离县城 16 公里左

右的明礼小学，有 20 多位学生选择入

读实验小学，这部分学生除享受国家应

有的政策照顾外，加上其他资助，算下

来，每年为这类家庭减少近 3000 元的

开支。

然而，整合学校并不意味着教师就

多出来了。教师编制是与学校捆绑的，

如果不重新引入新的管理方式，势必影

响改革。

基于此，宝兴县委、县政府主推实

施的县管校聘，在编制上，总量不变，由

教育局动态调整，学校根据自己教学岗

位需要上报审批即可。

“太需要这样的体制机制改革了。”

灵关中学校长唐世海说，之前学校的编

制核定一直按照20世纪80年代标准，导

致编制不够，严重影响学校老师评职称。

集中办学解决了当地学校小而弱

的难题，而县管校聘的改革也盘活了现

有的教师资源。

◆如何保证整合后的学校高效运转？
让有能力的人发挥“领头羊”作用
整合学校与县管校聘，两项改革同

时交织进行，势必影响教师队伍的稳

定。如何才能保证8月底前完成工作、顺

利开学，是摆在宝兴县面前的艰巨挑战。

县管校聘实施后，所有老师身份也

由学校人转为系统人，由县教师管理服

务中心统一管理，向学校派遣。

“如何顺利推进改革，实现‘8+1’布
局后各学校的优质发展？校长是关

键。”李德伟说，在教师竞聘上岗前，县

教育局首先公开竞聘校长。

8所中小学校长公开竞聘，有 24人

报名。经过竞职演讲、工作业绩、民主

测评和教育局党组评分 4 项考评，7 月

公布最终名单。

唐世海原本就是灵关中学校长，竞

聘中综合排名第一，仍当本校校长，这

给他的工作带来不少便利。他召开会

议反复讲解新政策，解读相关文件，特

别是针对老教师等特殊群体，讲明白配

套的制度保障。

被聘为宝兴县实验小学校长后，罗

江先是搭建行政班子，根据师生比和工

作量设置岗位，并照顾到原有教师情

况，合理分配教学岗与教辅岗的比例。

他坦言，教学岗位的设置都颇考验校长

水平。

9 月，实验小学启动青蓝工程，让

省市骨干教师带新老师和整合学校新

流转来的教师，让他们快速融入。罗江

计划搭建更多平台，让老师得到更多锻

炼，提升教学质量。

李德伟告诉记者，宝兴县正在逐步

建立校长职级制，大幅提升校长年终奖

励，以此激励校长敢干肯干能干，发挥

好“领头羊”作用。李德伟说，下一步，

校长可以在全县跨系统、跨区域、跨学

段交流任用。

◆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教师利益？
加大激励机制，在原有待遇上做增量

灵关中学的周陶兴知道要推行县

管校聘后，连找了好几次校长唐世海。

改革中规定离退休还有 3年的老师，可

以直聘，但周陶兴的年龄刚好差一点

点。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管理改革，他有

些慌，害怕落聘了“老脸挂不住”。“唐世

海还是我教过的学生呢。”周陶兴说。

无可否认，受历史和环境限制，不

少老师过去学习和提升机会少，新的考

评制度势必对他们不利。面对记者这

一疑问，李德伟坦言，宝兴县在推行县

管校聘过程中，一方面是统一要求，比

如全员上课制度，避免当了校领导就不

上课的情况；一方面是照顾到特殊情

况，反复多次宣讲、做工作，争取广大教

师的理解与支持。

照顾特殊情况，也即离退休还有 3
年时间、患大病、在生育哺乳期的教职

工直接聘用，不用竞聘。对于在教学岗

竞聘中落选的，学校做好转岗工作；对

于校内没有工作岗位的教师，县教师管

理服务中心安排跨校竞聘和再培训。

周陶兴一开始想不通，“难道县里

（教师服务管理中心）比学校还了解老

师？将来如何考核？”经过唐世海的解

读，分管教育副县长到校讲解改革背

景，周陶兴终于明白了县管校聘是怎么

回事。

心里有了底，周陶兴大胆参加物理

学科的竞聘，“大不了还可以去教辅岗

嘛。”最终，他成功应聘。

改革顺利推进，教师队伍的变化立

竿见影。“之前，学校一潭死水，没有活

力，是因为激励不够，缺乏校内的竞

争。”唐世海说，以前安排工作总是在考

虑怎么布置、谁合适，现在只需要根据

岗位提出要求，自然就有老师来竞聘。

集中办学后，宝兴县将节余的资金

用于教师考评与奖励，并加大投入，做

增量，大幅提高教师待遇。在唐世海看

来，县上加大激励制度，彻底打破了平

均主义大锅饭，干得多、干得好的人也

有奔头，“学校也更好管理了。”

宝兴县实行集中办学与县管校聘，双管齐下提质“小县”教育——

激活教育“一池春水”
■ 赵禄磷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图片新闻

广安市：综合施策，擦亮学生的“心灵之窗”

第六届全国师范大学美术
教育高峰论坛在川师大举办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日前，“第六

届全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高峰论坛暨教

师作品联展”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特

邀嘉宾、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 45所

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院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等 110 余人，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参加活动。

与会嘉宾在四川师大美术馆参观了

全国师范大学美术教师作品联展。展览

共展出了全国 40 余所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的 120余件绘画及设计精品。大会审

议并发表了联盟《宣言》，新疆师范大学

作为下一届全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高峰

论坛的主办单位，与四川师大进行了交

接旗仪式。

四川师大校长汪明义在致辞中提

到，该校是我省举办本科师范教育最早、

师范类院校中办学历史最久的大学，先

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专

家。具有 33 年历史的“校中校”——四

川师大美育学校，一直秉承“重德、博学、

务实、尚美”的校训，凝练“五美”育人理

念，以美育体系建设为抓手，将地域优秀

传统艺术融入美育建设，成为四川省教

育厅体制机制高校美育改革试点单位。

据悉，全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联盟

发起于 2012 年，此前，已在重庆、安徽、

山东、北京、江西成功举办五届。论坛聚

集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美术教育专家参

与，已成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品牌性学术活动。此次大会分别就“新

时代师范大学美育建设与发展”和“高师

美术教师教育的使命”两大主题进行深

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