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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葛仁
鑫）做好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校（园）长是关键，

如何强化校（园）长食品

安全意识，进一步做好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9月

27 日，教育厅以视频方

式举办全省新任校（园）

长食品安全专题培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要求以及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食

品安全战略部署，进一

步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和校（园）长第一

责任人责任，提升我省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张澜涛参加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

全省教育系统强力推进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全

省学校食品安全总体情

况稳定向好。各地各校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地方

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场

监管部门承担监管责

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学校行业主管部门承担

管理责任，学校承担主

体责任和校（园）长承担

第一责任人责任的“五

位一体”学校食品安全

责任体系，坚持属地管

理原则，落实主管责任，

压实主体责任，明确领

导责任。

会议要求，各地各

校要抓实抓细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要加大资金

投入，建“标准化食堂”，

加强过程管理，建“规范

化食堂”，创新监管形

式，建“智能化食堂”，强

化保供稳价，建“公益性

食堂”，加强培训考核，

建“专业化队伍”，强化

宣传教育，建“常态化机

制”，守住校园食品安全

底线，确保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培训会上，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市海滨

小学相关负责人作经验交流。会议特邀食品

安全专家、四川旅游学院教授梁爱华作专题

培训。

全省教育系统 2021年新任校（园）长和

新任分管食品安全副校（园）长，各市（州）及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分管食品安全负责

人和科（股）室负责人，教育厅有关处室（单

位）负责同志等共计5000余人参加培训。

李建勤赴成都理工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调研

发挥专业优势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9 月

23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赴成

都理工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调研，了

解学校党的建设、疫情防控、办学特

色、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情况，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建好优势学科，发挥各校专业优势，

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专业服务，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

撑。

在成都理工大学，李建勤来到地

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考察了大型泥石流

实验平台、地震模拟震动台系统等科

研平台，听取了实验室建设、理论与

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汇

报，询问了解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情

况。核技术教工党支部是全国党建工

作样板支部。李建勤走进支部活动

室，听取了相关负责同志情况介绍，

并对支部同谋共建党建工作和中心

工作的经验做法给予了肯定。

在西南民族大学，李建勤前往校

史馆和民族博物馆，了解学校的办学

历史、校园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等情况，参观了“庆

祝建党100周年锦旗”展览。青藏高原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是学校服务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科研平台。李建

勤来到实验室，听取了实验室相关负

责同志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了实验室

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和青藏高原特色

畜种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李建勤指出，成都理工大学和

西南民族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办学

特色鲜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贡献。希望学校准确把握当前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

健全党建工作体系，压实党建工作

政治责任，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

创新支部工作法，推动党建工作和

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将学校党建打

造成为四川乃至全国高校党建品

牌；要关注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做好疏解情绪工作；要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加快优

势专业发展，在地质灾害防治、生态

环境、民族文化等专业上扬优势，培

养更多的人才，提供更多的专业服

务；要加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要坚决克服

麻痹松懈思想，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持续用力做好疫情防控，特别是

国庆节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主

要负责同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涛；省委

教育工委、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

参加调研。

教育导报网
教育导报
微信号

JYDB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ydbxw@163.com 电话：028-86110843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杜蕾 美编 佘依颐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６１－３０ 第83期 总第3611期 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教育报刊社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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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老师来走教，这些器材

才开始真正用起来。”李惠欣是洪雅

县桃源小学语文教师，近日，记者在

该校采访时，她指着不少学校体育、

音乐器材说道。

只有一位专业音乐老师的桃源

小学，过去想要开齐艺体课，几乎没

有可能。“我们其他学科老师，简单

教学生唱首歌、跑个步还行，但弹

琴、球类这些专业技能就不会了，器

材也只有闲置。”李惠欣说。

这样的“无奈”并非只发生在桃

源小学。近年来，洪雅县的乡村学校

数量萎缩，学生人数减少，教育质量

下降。今年来，洪雅县以两项改革

“后半篇”文章为契机，探索实施“学

区制”改革，整合学区内部资源，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着力破解“城挤乡

弱村空”教育难题。

试点组建学区，办好三类学校
桃源小学在一片茂密的森林

中，环境清幽。但正如它的名字一

样，学校藏在深山，与外界隔绝。

近些年，随着周边不少居民把

家搬到县城和附近的大镇上，桃源

小学由高峰期的 700 多名学生，减

少到如今的 134名。“低年级学生一

年比一年少。”李惠欣说。

学生人数少，老师的工作量却

没有减少。据介绍，桃源小学 11 名

老师要负责 6 个年级的日常教学。

因为一名老师教好几门课，很难统

一协调时间，教研活动难以开展，教

师专业成长乏力。对学生而言，桃源

小学没有足够的艺体教师，不利于

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成长。

桃源小学的困境是洪雅县乡村

教育的一个缩影。摊开洪雅县的地

图，柳江以北，是县城所在区域、人

口集中；柳江以南，以瓦屋山区为

主，人口少而散，最小的赵河小学只

有73名学生，没有专职艺体教师。

“撒胡椒面”式的教育资源分

布，让柳江以南的教育面临重重危

机：师资不平稳，质量不均衡，加剧

师生不断流失。“校长不容易、教师

不愿意、学生不乐意、家长不满意。”

赵河小学校长陈勇说。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让老百姓

就近享受到优质教育？

洪雅县按照“做强两个中心，以

强提质；做优三个学区，以城带乡”

的思路，这学期率先在柳江片区先

行试点“学区制”改革，将地域相邻

的学校集中组建成一个学区，把全

县分为县城的城北、城南学区和柳

江以南的柳江学区，推动片区教育

发展，重绘全县教育蓝图。

在新的全县教育格局中，柳江

学区根据就近原则，在每个乡镇至

少办好一所幼儿园，并与城区幼儿

园结对；根据相对集中原则，规划将

8所小学撤并为3所小学，并根据学

生上学距离和家长意愿，继续保留

部分小学，比如桃源小学，确保学校

调整平稳完成；根据全部集中原则，

办好花溪中学一所寄宿制初中。

办好上述三类学校的同时，柳

江学区还根据学生上学远近，开通

学生上学乘车专线，确保学生的安

全与学习时间。

学区内一盘棋，探索五个“统一”
今年 5 月开始，花溪中学体育

教师张健每周都要去桃源小学教一

天体育课。“积灰”的体育器材终于

不再闲置。与此同时，赵河小学也迎

来了专职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

开始“学区制”改革后，洪雅县

教体局将部分人事权和财务权下放

给学区管委会，给予学区充分的办

学和管理自主权，让学区在教师调

配、职称评聘、教育管理、经费调配

和资产使用5个方面实现统一。

在教师管理调配上，柳江学区

逐步实现师资统一管理，学区内所

有教师都要从“学校人”转变为“学

区人”，根据岗位需求，统一竞聘上

岗。同时，将职称评定指标也统一到

学区，打破过去按照学校分配的结

构比例限制。这一举措实现人员调

度和职称评定一盘棋，跨校流动，激

发教师教学积极性和自主性。

柳江学区现有教师 317 人，其

中音体美教师 32 人。集中管理后，

学区已安排艺体教师富余学校的 8
位老师实行“走教”，满足大部分学

生成长需要；同时，转岗 10位教师，

经过专业培训后，调配到需要学校。

桃源小学和赵河小学就是这个“统

一”的受益者。

日前，柳江学区中小学学科融

通教研会在花溪中学举行，由片区

数学和语文学科带头人作主题交

流。这是改革后第一次全区教研会，

标志着柳江学区探索“校联体”建设

迈出的第一步，目的是通过共同教

研、共同备课、共享优质课程资源等

途径，实现“一校拥有、众校受益”。

与此同时，教育经费也得以集

中和节约。经过摸底预算，柳江学区

可以统筹的公共运行经费和维修改

造资金达到 400 余万元，每年可集

中财力办好一两件教育大事。学区

还统筹绩效考核的经费，可根据教

师工作量实现劳有所得，打破“吃大

锅饭”现象。

教育布局调整后，闲置的校舍

和校产，也没有“积灰”。根据规划，

柳江学区对撤并学校的计算机、音

乐器材等资产建立台账，统一管理

和分配使用，提高生均使用率；根据

学校特点和当地需求，将撤并学校

建成幼儿园、教育实践基地、劳动教

育基地等，优先教育使用。

“只有乡村教育发展好了，才能

真正缓解城区教育拥挤难题。”柳江

学区常务副学区长、花溪中学校长

吴贵杰说。

在两项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

下，洪雅县通过科学布局、统一管理

和使用，激活了乡村教育资源，变乡

村教育的“空”和“弱”为优而美。

课后延时服
务“花样”多

图片
新闻

洪雅县：“学区制”改革让乡村教育优而美

聚焦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教育探索

近日，广安市广安区东

方小学校积极落实“双减”政

策，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根据

学生兴趣爱好，开展体育、书

画、手工、音乐等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让孩

子们有充足时间投入到喜欢

的项目中。

图为东方小学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制作烙画。

（张国盛 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