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校门增加了，终于不用担心

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问题了！”近日，站

在学校原来唯一的进出门口，眉山市

彭山区第一小学校长陈平对记者说。

彭山一小位于老城区，校园占地

约 16 亩。随着成德眉资同城化步伐加

快，靠近成都的彭山城区迅速扩容，彭

山一小对口片区的适龄儿童数急剧增

长，让原本就拥挤的校园不堪重负。

除了运动场过小、功能室无法增

加等问题，最让陈平担心的是校门连

接主街道的狭窄巷道，人车同道，很危

险。过去放学时，只有当最后一名学生

安全离校那一秒，陈平绷着的神经才

能放松下来。“学校为什么不能再开一

道门？”陈平时常面对家长这样的质问

却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开门的空间了。

“多一道门”，解决家长最关心的

问题，在眉山市进行教育布局调整后，

成了现实。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眉山

市教体系统一盘棋，以学促行，结合我

省推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开设

“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专题，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难题，让老百姓

切实感受到教育质量的提升。

科学布局“扩容”校园
盯着最后一块塑胶铺上地面，陈

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今年 3 月，彭山

一小 5 人制足球场落成，标志学校 40
亩扩容工程完成。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彭山区在

前期教育布局调整基础上，在投入上

下功夫，开启加速度，大力推进学校新

建、改扩建工程。

以彭山一小为例，彭山区教体局

根据城乡人口结构和比例变化，进行

科学预判，将紧邻一小的彭山三中迁

出，把原三中的场地移交给一小。

拆掉围墙，扩增校舍，彭山一小建

起了新操场，功能室也配备齐全。新的

空间可再容纳 23 个班级 1000 余名学

生，有效缓解了老城区学位紧张的状

况。最让人开心的是，学校新开了 3 个

门，实现了人车分离，保障学生上下学

出行安全。

与此同时，扩建彭山区四小、实验

小学的工作正在迅速推进，新建的李

密小学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

放眼眉山，全市坚持重点“扩容”

城区学校，缓解城区入学压力，两年内

计划建成投用公办中小学 20 所，新增

学位 22620 个，确保学位充足，满足人

民群众就近入学需求。

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群众

关心的学前教育也备受重视。眉山加

快公办园建设，严格小区配套园建设。

今年年内计划建成投用公办园 21 所，

新增学位 5490 个，全市公办率将达

52%。同时，提升农村园办园水平，采用

城区优质园领办，解决农村园师资不

足、教学不专业、特色不鲜明的难题。

跨出校门，讲好教育政策
4 月 25 日、5 月 22 日上午，眉山市

苏洵中学党支部党史宣讲团分别走进

鱼山社区和金龙社区，结合近年来教

育的发展变化，为辖区党员、居民讲党

史，开展志愿服务。

与所在社区实现学习联动，宣传

教育“好声音”，已经成为眉山市教育

系统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眉山市教育系统和

师生在组织自身学习的同时，更创新

学习形式，跨出校门，服务社会。

东坡区简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

学手续，实现“一网通办”，让群众少跑

路；仁寿县城区各学校进驻小区“摆摊

设点”，现场宣传招生入学政策和党的

教育方针，为老百姓答疑解惑。

彭山区鹏利小学刘晓燕名师工作

室组织心理老师，每月开展1次家庭教

育讲座，通过网络问卷形式广泛征集

家长教育困惑，以专题形式答疑解惑；

洪雅县致远学校每月开设一天“家长

接待日”，就学生家长关注的校园环

境、心理健康教育布置作业的方式方

法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强化家校共

育。

“走教”解艺体教师短缺难题
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

育，是老百姓最盼望的事。如何提升农

村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补齐短

板？

洪雅县探索实施学区制，将全县

划分为3个学区。以乡镇学校为主的柳

江片区率先改革，坚持就近就便、相对

集中、全部集中的原则，调整教育布

局，将逐步实现教师调配、职称评聘、

教育管理、经费调配、资产使用 5 个统

一，激活乡镇教育“一池春水”。

柳江片区的寄宿初中花溪中学，

学生人数多，有相对充足的艺体教师

资源，而距离花溪中学二十多公里的

桃源小学，只有 134 名学生（含幼儿

园），教师结构性缺编。“体育器材和音

乐器材等放在功能室，只能闲置着。”

桃源小学语文教师李惠欣说。

学区制实施后，柳江片区统一区

内艺体教师调配，协调8名音体美教师

开展“走教”。如今，花溪中学、花溪小

学的几位音体美教师，每周都要去桃

源小学教一天课，让乡村小规模学校

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音体美教育。

四川省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国家教育督导检查反馈会召开

黄强郑富芝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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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倪秀） 6 月 11
日，四川省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国家教育督导检查反馈会召开。省

委副书记、省长黄强，教育部副部长、

总督学郑富芝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

教育督导检查组组长、总督学顾问蔡

国英反馈督导检查意见。

郑富芝指出，近年来，四川省委、

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高位

推动、压实责任、补齐短板、锐意改

革，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在全

国宣传推广。此次督导检查，四川省

在国家规定的四个方面都达到了评

估的标准和要求，据此将整体通过县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

认定，这是四川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新

的里程碑。在新的起点上，四川要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推动四川省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再上新台阶。要抓巩固，在健全机

制上下功夫，做到在发展规划、财政

投入、资源配置保障上“三优先”，在

重视程度、投入强度、工作力度上“三

不减”。抓提升，在优质均衡上下功

夫，实现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

准化建设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

人民群众更满意。抓安全，在防范处

置上下功夫，尤其要重视“三防”建

设。抓监督，在实际效果上下功夫，强

化督导队伍建设和问责制度落实。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督导检

查组表示感谢。黄强说，督导检查组

反馈的意见客观中肯、实事求是，指

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我们全部认

领、诚恳接受。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务实高效推动义务教育发

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不折不扣抓好反馈意见整

改。把推动问题整改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实行

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管理，确保所

有问题全面整改到位。要持之以恒深

化教育改革创新，着力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基础教育学校布

局，加强办学条件建设，打造一支有

大德、大智、大爱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完善教师待遇保障体系，深

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全面发展

素质教育，加强党对义务教育工作的

领导，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做到在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财政资

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资源配置上

优先满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副省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主任

罗强，国家督导检查组全体成员，省

政府秘书长和有关副秘书长，教育厅

和各市（州）、县（市、区）有关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鲁磊 何文鑫） 日

前，副省长罗强前往广元市旺苍中学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对

省人大代表苏国刚提出的《关于加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办理情

况汇报，推动建议事项解决。座谈会

上，罗强向提出建议的苏国刚代表表

示感谢，对旺苍中学等学校强化心理

健康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对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作出

部署安排。

罗强指出，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

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

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

式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社会竞争的压

力，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绪调

适、人际交往和升学就业等方面，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扰或问题。加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更是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罗强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教育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站在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将心

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

工作，纳入整个育人工作统筹谋划推

进，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协调、健康发

展，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成就幸福

人生。要强化政府、学校、医疗机构、社

会公益组织及家长等多主体参与、多

维度共推、多层次协作，科学施策，着

力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

对性、实效性。要开展心理健康筛查与

心理危机干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

学校工作评价中的权重，提升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水平，设立心理委

员发挥朋辈力量，健全社会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和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开创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新局面，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主持座谈

会。省政府办公厅、教育厅、团省委、省

妇联、省卫健委、广元市有关负责同志

及部分学校、研究机构代表参加座谈。

罗强在领衔办理人大代表建议调研座谈时强调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眉山市教育系统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

以学促行 解群众“急难愁盼”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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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刘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