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托管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6月29日，市第九小学（咸安区
黄畈小学）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当
天，来自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咸
安区实验中小学）的老师们来到黄畈
小学，为孩子们带来新的理念，新的
知识。

一个上午的时间，老师们尽心
教，孩子们认真地学。市第九实验小
学的学生们纷纷表示：今天是最快乐
的一天。

孩子们的快乐，得益于咸安区教
育局开展的在城区部分校际之间试
行托管工程。

据了解，市第九小学现有学生总
数380人，共开班6个，教师15人。
近年来，和市第十四小学一样，虽然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其不断增大投
入，但生源始终不见增长。而近在咫
尺的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生源却
年年暴涨，学校现有学位已无法满足
市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为此，咸安区教育局决定，由教
育资源相对优秀的咸宁市咸安区实
验学校正式托管教育资源相对薄弱
的市第九小学，在学校发展、教育科
研、教学活动等方面全面共享。

随着两校的亲密接触，试行托管
工程活动将有效均衡配置教育资源，
最大化扩大学校内部容量，为全面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开好头，铺
好路。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校长施
鹏表示，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托管
市第九小学，对两所学校而言，是件
大事，也是件喜事。两校均位于咸安
核心区，就地域而言，有着托管的前
提。就历史而言，两所学校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多个领域都有合作，

有着较好的历史基础，有利于文化的
融合和课程的整合。

为保障托管工作取得实效，由咸
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派出一名副校
长任第九小学校长，并派遣学校中层
骨干教师直接参与市第九小学管
理。与此同时，两校教师之间交流将
达到60%以上，即按市第九小学教师
数的60%，由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选派10名骨干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到
市第九小学任教，两校教师将于8月
份全部到岗，便于及时交流。

针对两校的不同情况，咸宁市咸
安区实验学校立足课堂，对教师进行
不同的培训方式，如利用内部优质资
源进行培训，由学校优秀教师讲示范
课，教师之间互听互评的方式进行培
训；组织教师外出学习，进一步提高
教师的业务水平；有计划地为教师提
供针对性菜单式培训，如班主任工
作、道德课堂模式、心理健康等，促进
教师专业化成长。

在教育质量上，咸宁市咸安区实
验学校和市第九小学将进一步落实
教学常规管理，统一教学常规管理要
求，学校教导主任对被托管学校教师
的教学常规、教学设计、作业批改、听
课记录等进行督查，每学期组织两校
教师进行两次教学常规管理交流；在
两校间开展集体备课、问题研究、同
课异构等活动，解决两校教育教学中
的问题，并定期组织两校教师说教材
和展示教材活动，充分发挥咸宁市咸
安区实验学校教师骨干在解读教材
的引领作用；托管期间，两校还做到
统一教学安排、教学评价、质量分析、
校本研究、教育科研、质量考核，不断
提升两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缩
小两校之间的差异，促进两校均衡发
展，最终发挥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引领作用，
放大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实现两校合
作共赢。

市第二小学：

托管是新的开始

历史上，市第二小学（西门小学）
创办于1964年，学校现有教学班36
个，在校学生2800余人，在职教师
99人。大专以上学历教师85人，中
级以上职称教师97人，国家级骨干
教师1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36人。

多年来，市第二小学教育质量一
直稳居咸安前列。先后获“全国素质
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科学教育实验
基地”“湖北省少先队工作示范学校”

“湖北省写字教育实验学校”、“湖北
省语文教学改革先进单位”“咸宁市
常规教学示范学校”、“咸安区素质教
育示范学校”、“咸安区科技教育实验
学校”等荣誉。近年来，学校积极探
索的“角色教育”理念，更是得到了专
家与领导的一致肯定，《今日湖北》

《香城都市报》等省市级媒体曾先后
进行了专题报道。

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陈清河表示，
咸宁市第二小学托管市第十四小学
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更高的平
台，希望老师们能够凝心聚力，不辜
负各级领导的重托，共创未来，办好
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据了解，市第十四小学（西河小
学）创办于1969年，地处城郊结合
部，由于师资薄弱，教学设备设施落
后，导致生源日渐流失，周边居民宁
愿走远路也要将孩子送到“名校——
市第二小学（西门小学）”就读，直接
导致市第二小学出现生源暴涨，班额
过大现象，而西河小学仅有教学班7
个，在校学生430人。

虽说近年来，在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的关心下，学校校容校貌焕然一
新，现代化设施设备十分齐全，但附
近居民始终认为，学校师资力量过于
薄弱，无法满足孩子就读“名校”的愿
望，导致学校生源严重不足。

为此，咸安区教育局决定，由市
第二小学托管市第十四小学，启动城
区一体化办学的改革措施，打出教育
综合改革的“组合拳”。目前，两校相
关托管规划还在完善中，初步拟定将
遵循“一校两区，一套班子，一支队
伍，统一管理”的总体原则，推进教育
管理一体化，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实
行托管办学后，市第十四小学成为

“市第二小学西河校区”，两校实现管
理一体、教学一体、德育一体、考评一
体，市第二小学除了加大对市第十四
小学的经费投入外，还组建由1名副
校长、2名中层干部、6名优秀教师组
成的团队前往西河小学进行工作。

同时，市第二小学教学资源对西
河校区教师开放，两校区在教学管
理、课程安排、教研活动、师资培训等
方面实行统一安排，统一实施；德育
工作同步开展，每学期不定期组织

两到三次教育教学、德育以及其它
联谊活动，为两校学生间的思想和
学习交流搭建平台。

陈清河称，市第二小学托管市
第十四实验小学，是两校融合的开
始，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
径。通过托管，两校将进行教育资
源的整合，共同发展；两校的学生也
将共享同样的优质资源，成长在同
一片蓝天下。

咸安区教育局：

城区教育发展更加均衡
咸安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实施咸安区教育品牌战略，
探索学校管理运行机制创新，促进基
础教育、校际之间“高位均衡”发展，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区
委区政府深化教育改革决策部署，该
区发挥名校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探
索名校引领、相对就近、优势互补、区
域合作的委托管理模式，从而建立优
质教育资源多元共享长效机制。自
今年6月底起，在城区部分学校之间
试行开展校际托管工作，努力缩小校
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学有所
教、学有优教，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得
到全面发展。

他表示，本次被托管的学校从
地域上覆盖了咸安区东、中、西三大
区块，有利于加大名校辐射力度，让
薄弱学校也能享受名校资源，在全
区形成多个优质教育中心。而这些
被托管学校将从学校章程建设、干
部教师管理、教育教学管理、校园文
化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接受托管学
校的重新部署和统一管理，具体方
案将在8月份学校开学前落地。希
望能通过学区制改革，让更多学生
既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又能实现
相对就近入学，既实现区域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又逐步缓解入学难和
择校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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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

黄强

专科学历，
小学高级教师，
从教21年，任小
学 数 学 教 学 工
作，深受学生和
家长的好评。

陈静
大学本科学

历，小学高级教
师。事业心强，
追求卓越，具有
较 高 综 合 素
质。曾获咸宁
市“优秀语文教
师”、咸安区“十
佳教师”、咸安

区“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等称号，所撰
写论文多次获省、市、区级奖。

陈松筠
大学本科毕业，小学高

级教师。爱岗敬业，积极进
取，曾获“咸安区骨干教师”、

“ 咸安区语文学科优秀教
师”、“ 咸安区十佳班主任”、

“ 咸安区常规教学先进个人”
光荣称号，参加湖北省优质
课竞赛获一等奖，撰写教学
设计获湖北省三等奖。

陈维
大学本科学历，中学

一级教师，2005年毕业于
咸宁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系，咸宁市第二小学优秀
数学教师。一直任班主任
工作，所带班级班风正、学
风浓，是有名的“优秀班
级”。专业水平水平提升

快，经常被学校派往外省参加培训，曾被评为咸安区“数
学学科带头人”，撰写的论文多次获得国级省级市级一、
二等奖。

潘利荣
本科学历，小学高级教师，

咸宁市第二小学教科主任，湖
北省小学数学教育协会会员。
荣获了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颁发的“优秀教师”、“希望杯
小学数学竞赛优秀辅导员”、

“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宁市小
学数学优秀教师”、“咸宁市优
秀青年教师”、“咸宁市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咸安区优秀支教教师”、“永安十佳教
师”“永安小考优胜者”等光荣称号。

商剑
中学一级教

师，1991 年 6 月咸
宁师范专科学校毕
业。曾获“咸安区
教学工作先进个
人”光荣称号，撰写
多篇论文获国、省、
市级奖。

王理
大学本科学历，中学

一级教师，2005 年毕业于
咸宁学院中文系。热爱教
育事业，进取心强，在语文
教育教学中成绩突出，曾获
咸安区“教学先进个人”光
荣称号，撰写的论文多次获
得国、省、市级奖。

章平叶
本 科 学 历 ，

小学高级教师，现
任咸宁市第二小
学副校长。曾获
咸 宁 市“骨干教
师”、咸宁市“ 优秀
语文教师”、咸安区

“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主讲的优质课均
获省、市、区级一等奖，撰写的多篇论文
获国、省、市级奖。

彭莉莉
大学本科学历，小学

高级教师。2009年成为湖
北省教育学会数学会员，
深爱教育事业，业务能力
强，积极参加各项教学竞
赛活动，承担的市级课题

《学生特长培养的方法及
途径研究》成功结题，主讲
优质课获市级一等奖，撰
写的论文、教案及制作的
课件均获国、省、市级奖。

市第二小学派遣市第十四小学的领导及骨干教师

陈清河
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

师，咸宁市第二小学校长。从教三
十余年来，先后任大幕常收中学校
长，横沟镇中心小学校长，管理理念
先进，创新能力强，注重学生全面素
养的提高，多次被评为咸安区“优秀
校长”，并获咸安区“优秀党务工作
者”、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宁市“语

文学科带头人”、咸安区“教研教改先进个人”等称号。撰写
的论文多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倡导的“角色教育”理
念更是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省、市级媒体均进行了宣
传报道。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派遣市第九小学的领导及骨干教师

冯志坚
小 学 高 级 教

师，大专学历。从
教 30 余年来，多年
担 任 毕 业 班 班 主
任，被评为市骨干
教师、咸安区“师德
标兵”、“学科带头
人”、“优秀教师”。

撰写的论文、案例多次获奖。工作认真，
与家长配合密切，真诚关心、关爱每一位
学生。

刘彩霞
大专学历，小学语文

一级教师。所撰写的论文
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
表，所讲优质课曾获得区
级奖项，是一位工作认真
负责、教学理念先进的语
文教师。

祝利民
大学本科学历，小学

高级教师，咸安区实验学校后
勤主任。曾被评为咸安区“十
佳少先队辅导员”、“十佳师德
模范”、“十佳师德标兵”（十佳
师德标兵事迹刊登在《南鄂晚
报》上）、永安“十佳教师”、区
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先
进个人”、区“”教学先进个

人”、永安毕业班教学优胜者、全国中小学生数学邀请赛
优秀教练，多篇论文获国、省、市，区级奖，其中一篇教学
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连续几年被评为模范教师，
模范班主任。

樊满枝
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咸

安区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代
表，咸安名师，湖北省优秀数学教
师，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安区优秀
人大代表，先后担任教务主任、科
教主任、副校长，现任咸安区实验
学校副校长。所撰写的论文、案
例多次获国级、省级、市级奖，并

在刊物上发表。在人大组织的调研活动，为教育的发展
提出了很多重要提案，并得到解决。是一位深受学生喜
爱、老师敬佩、家长信任、领导赞许的优秀教师。

刘福先
专科学历，小学高

级教师，从教 27 年
来，一直从事小学语
文教学兼班主任，多
次参与市、区举行的

“语文比武活动”，撰
写的论文《我》荣获国
级一等奖，《如何让学

生开口说话》获省级二等奖，获咸安区“小学
语文优秀教师”称号。她坚信，爱是打开学
生心灵的钥匙，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施鹏
本科学历，中

学高级教师，咸安
区实验学校校长，
从教三十余年来，
先后担任岔路口
中学校长，红旗路
中 学 校 长 ，荣 获

“湖北省优秀青年
教师”、“湖北省三优育人先进个人”、“咸
宁市优秀校长”等称号。多篇论文在各级
刊物中发表。

余芳
大学本科，中学一

级教师，中共党员。工
作近30年来，兢兢业业，
深受师生喜爱，多次评
为“师德标兵”和“优秀
教师”，被授予咸安区

“学科带头人”称号，撰
写的论文多次获奖。

方辉炎
小学语文高级

教师，本科学历，
从教30年来，一直
担任小学语文教
学 兼 班 主 任 工
作。撰写的多篇
论文、案例获市、
区级奖。多次被

评为校优秀教师和模范班主任，是一位深
受师生喜爱好评的语文教师。

雷红
专科学历，小学

高级教师，优质课在市、
区荣获一等奖。撰写的
多篇论文、案例获得市、
区级奖。从事22年教学
工作以来，多次被评为校
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
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
数学老师。

李亚红
本科学历，小学高级

教师，咸安区实验学校教
务主任，湖北省小学数学
教育协会会员。曾被评为
咸宁市“优秀数学教师”、
咸安区“课堂教学改革先
进个人”、“学科带头人”、

“常规教学先进个人”永安
“十佳教师”，主讲的优质

课在市、区级荣获一等奖，全国中小学生数学邀请赛优
秀教练，撰写多篇论文、案例在省、市、区级获奖。

黄畈小学、西河小学由实验学校、西门小学全面托管

普通学校学生也能享名校资源
——咸安区教育局在城区部分学校之间试行开展校际托管工程

6月30日，咸安区实验中小学、西门小学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这一天，在区委、区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为加强市区一体

化进程，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具有优质教育资源学校的辐
射、带动作用，彻底解决师资及择校所引起的大班额问题，实现教育公平，咸
安黄畈小学正式更名为咸宁市第九小学并被托管于咸安区实验中小学，咸安
区实验中小学更名为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咸安区西门小学正式更名为
咸宁市第二小学，托管咸安区西河小学，西河小学更名为咸宁市第十四小学，
四所学校之间实行合并重组，进一步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当日上午，随着红绸缓缓落下，“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咸宁市第九
小学”、“咸宁市第二小学”、“咸宁市第十四小学”的校名在濛濛细雨中闪耀着
光芒。在殷切的注视和热烈的掌声中，四所学校先后正式揭牌，在和风细雨
中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她们将以无与伦比的美丽姿态，向着教育的梦想扬
帆起航。

咸安区政府副区长何琼珍、区教育局局长王元宏、副局长何红辉先后出
席了各校的托管仪式并讲话。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咸宁市第九小学、咸
宁市第二小学、咸宁市第十四小学的几千名师生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