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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聚焦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教育探索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摄影
报道）10月11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李建勤赴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调

研，了解党的建设、思政工作、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

实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为民用航空

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

人才。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是国家培养

民航高素质人才的主力高校，被誉

为“中国民航飞行员的摇篮”。李建

勤首先来到校史陈列馆，了解学院

发展历程，对学院“帮思想、教技术、

带作风”的教学方法表示肯定。随

后，李建勤前往发动机维修培训中

心、模拟机训练中心，与师生交流，

听取发动机维修培训、“双师型”队

伍建设、飞行实践教学、毕业生就业

等情况介绍，实地察看空乘专业实

践教学和飞行模拟教学，并登上广

汉分院机场塔台，了解当日训练管

制指挥和出机情况，询问学院发展

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李建勤表示，中国民航飞行学

院有着光荣的办学历史、鲜明的办

学特色，取得了良好的的办学成果

和社会声誉。希望学院继续秉持优

良传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创

建党建工作品牌，梳理总结“支部工

作法”，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

新；紧盯民航发展短板，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

研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世界一流飞

行大学建设；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机遇，紧扣民航发展，突出

民航特色，彰显民航优势，聚焦“四

个服务”，提升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和行业发展的能力水平。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陈朝先；教育厅二级

巡视员杨亚培；省委教育工委、教育

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校长您放心，我爸的工作我

们来做。”听到电话里李晓伟的爸

爸这样说，仁寿县龙正镇小学校长

熊建明的心终于定下来了。

去年11月，熊建明前往龙正镇

小学金顺校区开展撤并校点的宣

传工作，45名学生的家长中仅有李

晓伟爷爷反对。在他看来，镇上较

远，每天接送孩子会很累。李晓伟

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得知这事后，立

即回乡，在镇上为爷孙俩租好房

子。“我们早就想让孩子到镇上的

学校读书，这是好事呀！”晓伟妈妈

说。

近年来，仁寿县大力建设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经济快速发展。与

此同时，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越发迫切，乡村学校生源流失严

重，城镇学校学位、师资紧缺。为解

决“城挤乡弱村空”问题，仁寿县正

全力推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的教育探索，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

展。

打破区划统筹学校布局调整
“近年来，我们校区生源不断

缩减，家长大多把孩子送到镇上或

城里上学。”龙正镇小学正兴校区

负责人邓华军告诉记者，去年底，

学校仅有47名学生和13名教师，教

师平均年龄 53 岁。“曾经朝气蓬勃

的校园，如今越来越安静、沉寂。”

邓华军这样描述。

在仁寿县，类似的情况还有不

少。珠嘉镇三溪九年制学校三村村

小只有 5名学生、谢安乡九年制学

校宝石校区只有25名学生……“撤

乡并镇后，学校所在地原来的乡镇

都没了，更难得到家长认可。”洪峰

乡九年制学校校长代广西说。据仁

寿县教体局统计，截至去年底，全

县不足 100 名学生的学校有 50 余

个。

一方面是乡村学校招不到生，

另一方面是城镇学校挤不下，优化

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迫在眉睫。记者

从仁寿县教体局了解到，去年，教

体局拟定了《仁寿县优化城乡教育

资源配置工作方案》，按照“幼儿园

就近就便、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

向中心城镇或片区集中、高中向县

城集中、资源向寄宿制学校集中”

的原则，开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统筹全县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龙正镇小

学金顺校区和正兴校区、洪峰九年

制学校净土小学已顺利完成撤并

工作。秋季学期，富加镇五福九年

制学校河堰村小等12所学校、教学

点的撤并工作也将展开。“到 2025
年，全县拟规划撤销学校 57 所，与

此同时针对城镇学位紧张的状况，

未来五年将新建中小学、幼儿园 36
所，提供 40000 余个学位。”县教体

局相关负责人说，“新建学校以寄

宿制学校居多，以满足学校整合后

学生的寄宿需求。”

多管齐下助师生融入新环境
“刚到新学校时，我压力特别

大，怕带不好学生。”梁芳原是龙正

镇小学金顺校区的英语教师。金顺

校区取消办学后，校区师生全部并

入龙正镇小学，担心自己的教学能

力不足，一度让梁芳压力很大。

“相较于学生，教师对新教学

环境的适应似乎更加困难。”原龙

正镇小学金顺校区校长徐淑芳告

诉记者，学生到新学校后，有更多

同学一起学习、玩耍，各类课程开

设也更齐全，因此很快就能融入新

集体。但教师从村小划转到中心城

镇或城区学校授课后，在硬件设

施、授课群体、教学模式等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异，还要面临来自学

生、家长、同事、学校的压力，可能

需要较长的适应过程。

对此，仁寿县教体局组建了新

任教师和进城教师培训专班，从教

学设计、质量突破、教学管理等多

个方面开展针对性提升培训。同

时，该局利用寒暑假，分层次、分类

组织进城和新任教师集中培训，仅

今年暑假，参训教师就达 1.6 万余

人次。

各学校也积极采取措施，帮助

撤并校分流来的教师适应新的教

学环境。以梁芳所在的龙正镇小学

为例，教师适应期的教学任务相对

较轻，学校还安排了同学科优秀教

师进行一对一指导。

“经过培训和结对，一个月后

我终于调整好状态，充满干劲。”梁

芳说，“现在教学挑战虽然更大了，

但感觉工作更有活力了，教学难点

和技巧也能及时请教、交流。”今年

春季学期，梁芳带的班级，英语教

学质量在同年级名列前茅。“这就

是调整学校布局和优化城乡教育

资源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学生

和教师有了更大的进步空间、更多

的成长机会。”徐淑芳感叹。

为推动全县教师能力素质提

升，仁寿县教体局还持续开展城区

学校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的

活动。仁寿县书院小学教师但榕梅

去年 9 月起在富加镇第二小学支

教，在她看来，支教对农村和城区

教师都有收获。“农村教师可以学

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手段，支教老师

则能在农村师生淳朴上进的求知

欲中，坚定为人师表的初心使命。”

成都市青羊区
8所学校试点周末托管

本报讯（记者 杜蕾）日前，记者

从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获悉，该区

将在辖区 8 所学校试点，探索开展

周末托管服务。服务对象为有周末

托管需要的青羊区在籍学龄前儿童

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学生家长

自愿报名参加。

据悉，8 个试点学校为青羊实

验中学附属小学、双眼井小学、成都

市实验小学西区分校、少城小学、成

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草堂小学、

彩虹小学和东城根街小学。周末托

管服务从常规托管和素质拓展两个

方面开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开放

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各类资源

设施。常规托管服务方式可参照寒

暑假托管实施方案开展，素质拓展

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学生需求和师

资情况，开展体育、艺术和科技等非

学科类培训项目。

时间安排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幼儿园教学周的周六或周日（原

则上每周末选择其中一天开展，每

期托管次数根据教学时间安排确

定）。学校服务时间分为上下午两个

时段，每个时段各两节课，每节课时

长90分钟。

关于收费标准，常规托管服务

收费标准参照寒暑假托管服务相关

规定执行，素质拓展培训收费不得

高于 50元/生·课时，提供午餐服务

的学校，学生搭餐费不高于 15 元/
生·天。周末托管服务收费由学校统

一管理，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

收相应费用。

记者从青羊区教育局了解到，

该区将坚持自愿选择，学校积极引

导和鼓励教师自愿参与，不得强制；

家长可根据学校公示的服务方案自

愿选择参加。

乐至县
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讯（龚大烈）近日来，乐至

县重拳出击，从源头整治校外培训

机构，切实减轻学生的培训负担和

家长的教育焦虑，构建教育良好生

态。

强化源头治理。全面摸清县内

校外培训机构情况，建立校外培训

机构基本情况台账。今年7月起，该

县不再审批新设立的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暂停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审批。

取缔非法培训机构。坚持县级

统筹、部门联系、联合执法，开展校

外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依

法依规，疏堵结合，从严整治、取缔

非法培训机构。6月底至 8月中旬，

该县依法取缔了8家校外教育机构

点位18个。

规范办学行为。坚持校外培训

机构招生备案制，规范教学内容，引

导合理收费。充分利用四川教培管

理网，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常态

运营监管。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

合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

引导转型发展。对县内校外培

训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介绍县内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思路，引导学科

类培训机构转型发展。

强化运营监管。认真落实校外

培训机构每年 4 次招生备案制度，

全面使用规范的培训合同，定期公

示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设立专

门电话和邮箱，畅通监督举报途

径，推动监管规范化。

李建勤（右一）在发动机维修培训中心调研。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