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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扩容提质 队伍建设提效

教学质量提升

赤壁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
○ 通讯员

宋少琴 刘騉

近年来，赤壁市紧紧围绕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目标，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一手抓办学条件改
善扩容提质，一手抓师资力量提升，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打造人民满意教育。如今在赤壁，
无论你身处农村或是城区哪所学校，良好的校园环境不分伯仲，无处不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乐园。

三年 126 所学校
扩容提质
6 月 17 日，在赤壁市北山路与八号
路交叉口东南侧，总建筑面积 5700 平方
米的北山幼儿园项目建设工地上，塔吊
林立，机器轰鸣，建筑工人们正挥汗如
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景开启了赤壁市学校建设的新
高潮。
“ 该幼儿园是赤壁市委、市政府全
力推进的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
投资 3000 万元，规划 12 个班，可容纳幼
儿 360 名，计划明年春季建成并投入使
用，将有效缓解城镇市民‘入园难’问
题。”赤壁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市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任德洲说。
这是赤壁市教育事业扩容提质工
程、助推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大 力 改 善 全 市 77 所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办
学条件，提供学位 83168 个，全力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2017 年至 2019 年，该
市以扩大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为重点，着力推进城乡教育扩
容 提 质 ，投 入 资 金 对 126 个 义 务 教 育
薄弱学校进行了有序改造。今年，该
市共投入资金 3 亿元，建设 5 所学校和
幼儿园，将在 2021 年秋季学期建成并
投入使用。

精准施策优化教师队伍
“我报考的是小学语文老师，想在
赤壁找份工作后结婚定居。”6 月 16 日，
荆州籍考生瞿蓉说，
她男朋友是赤壁人，
去年被赤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招录。
“这次招聘报名比例超过 1:13，竞
争激烈。我们将严格把关，择优录取，
进一步充实赤壁教师队伍。”该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新文说，今年上半
年赤壁市计划招聘城区教师 158 名，有
1104 名初审合格者将参加考试。
2019 年该市通过省级平台、自主
招聘、招硕引博等方式补充 243 名教

师，启动 14 个名师工作室，开展各种活
动 51 场，对一批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
和优秀青年教师开展专项培训，建立健
全名师工作室工作机制。
目前该市共有教师 3350 人，其中
取得高级职称教师有 420 人，中教一级
教师有 1390 人，中高级教师占比 54%。
为让新教师迅速成长、教学水平
不断提升，该市教育局制定了“师徒结
对促成长”方案，结对教师达 250 余；
认 真 组 织 实 施“ 国 培 计 划 ”
“省培计
划”，深度融合市级培训和校本培训。

2019 年，全市教师共参加 288 个国培
省培计划项目，9 个市级培训项目，参
训教师和干部 7000 多人次，其中省级
及以上培训 678 人次。该市教师在各
级 各 类 教 学 竞 赛 中 获 国 家 级 奖 项 21
个，省级奖项 63 个。同时，配合该市
市委组织部对全市学校校长进行考
核，选任提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校
管理干部；建立赤壁市名校长工作室
平台，通过培训、挂职、交流等形式，加
快提升校长队伍的整体素质，完善校
长培养考核机制。

力促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老师想出在教室采用一体机直播
授课的办法，解决了网上各种直播软件
不方便板书的问题，学生普遍反映良
好。
”
赤壁一中教师程修照说，
疫情期间，
为了让居家学习、特别是即将面临高考
的高三学生找回在教室上课的感觉，教
师们及时思考解决对策，这波“硬核”操
作，
化解了备课资源不足的实际困境。
去年，赤壁市投入普通高中建设工
程省级资金 567 万元，改善高中办学条
件；整合高中教育资源，组建新车埠高
中；规范中职学校招生秩序，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赤壁市职教集团发展
态势良好；落实民办教育扶持政策，慧
晟实验学校筹备工作有序展开，稳步提
升教育质量。
校园安全无小事。去年，赤壁市积
极贯彻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校车专
营化，投入资金 742.4 万元用于学校安
全
“三防”
建设，
实现封闭化管理、
报警监
控系统、
专职保安人员及器材配备
“三个
100%”（中小学封闭化管理 100%；一
键式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系统与属地公
安联网 100%；中小学专职保安配备、

“八件套”配备率 100%）；开展了防溺
水、
防校园欺凌等重点领域专题教育，
发
放宣传材料 13 万份，
营造安全和谐校园
环境，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加强校园安全
管理，
处理和取缔违法违规摊点 104 个，
检测校车 422 台次；举办交通、消防、食
品安全、生命健康教育讲座 84 场，组织
应急疏散演练 163 次，实践体验活动 44
场，
参与师生超过 6 万人次。
目前，
一个推动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
质高位均衡升级、
从外延均衡向内涵均衡
升级的发展局面，
正在赤壁蔚然形成。

赤壁农村物流经验

被交通部向全国推广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燕报道：6 月 16 日，笔者从赤壁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全国首批 25 个农村
物流服务品牌名单，赤壁市“交邮融合+电子商务”服务品
牌名列其中。
近年来，赤壁市发挥交通物流、商务、供销、邮政等各
部门的管理和资源优势，以及康华智慧物流园、邮政、快递
等企业的主体作用，对资源进行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以
县级农村物流中心为中枢，10 个镇级农村物流综合服务站
为支点，140 个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点为终端、物流班车为纽
带，建成“一点多能、一网共用、功能完善、运行高效、深度
融合”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服务网络体系。
“ 交邮融
合+电子商务”服务品牌，打通了赤壁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的双向物流通道。
据了解，赤壁市“交邮融合+电子商务”服务品牌，被交
通运输部作为农村物流发展典型案例之首，向全国推广；
康华智慧物流园的“城乡配送服务业标准”，作为全国唯一
的农村物流标准化项目，被国家标准委选定为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

羊楼洞明清石板古街

获评湖北旅游名街
本报讯 通讯员周姿报道：6 月 11 日，湖北省人民政
府发布了《关于命名湖北旅游名镇、旅游名村和旅游名街
的通报》，其中，赤壁市羊楼洞明清石板古街作为 5 个“湖北
旅游名街”之一上榜。
羊楼洞明清石板古街是赤壁市文旅融合新亮点，也是
“万里茶道”申遗的重要节点。古街位于赤壁市区西南 26
公里的羊楼洞，以明清建筑为主，建筑面积 0.7 平方公里。
主街宽 4 米，长 2200 米，伴有数条丁字小巷。街面全部以
青石铺设，历代运茶的“鸡公车”将石板碾成寸余深槽。羊
楼洞明清石板街可称为中国制茶业发展的历史缩影，1996
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羊楼洞不仅有古街，更有中国首家青砖茶博物馆，馆
内有 2000 多件茶文化文物藏品，包括唐宋茶具、明清青砖
茶、茶庄生产线等，全面展示赤壁青砖茶的历史文化。

赤壁“公检”民警

网红桥下
“摆地摊”
本报讯 通讯员罗春晖报道：
“来、来、来！老表、老表
嗯莫走，嗲嗲妈妈过来瞄。我哩摊儿小、知识多，不收费、
不啰嗦，说的是安全，送的是平安！”6 月 16 日傍晚，一群赤
壁“公检”干警说着俏皮的赤壁话，在赤壁网红玻璃桥——
赤壁东洲人行桥下，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吸引来往群
众驻足观看。
随着“地摊经济”的兴起，赤壁东洲人行桥附近的地摊
夜市热闹非凡。该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应势而为，
在网红桥头摆起了
“送安全”
公益宣传摊。
活动现场，治安户政民警一边发放宣传手册，一边向
市民认真解答户口、身份证办理流程；禁毒民警借助毒品
仿真模型及禁毒宣传资料，向市民普及禁毒知识，讲解毒
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现场
讲解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知识，发放《如何保护自己》
《
“网
事”不堪回首》等儿童绘本。
此次公益宣传活动得到现场群众和周围商贩的广泛
好评，
纷纷称赞：警察摆地摊，宣传接地气。

扶贫车间
促增收

赤壁加速土地整理

力促项目早日落地

6 月 14 日，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
司进口自动化四通道选果流水线上，聂银
儿、刘金明等 16 位贫困户正在务工。据
悉，该公司现有员工 243 名，其中 126 名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该公司通过业务骨干
“传帮带”贫困户的扶贫模式，鼓励贫困户
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目前，该公
司贫困户可实现人均年增收 3 万余元。
通讯员

王莹

王丽燕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叶祥燕报道：6 月 11 日，赤壁市
华师附中项目土地整理施工现场，大小机械轰鸣，工程车
辆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据悉，该项目是赤壁市的重点教育项目，位于赤马港
办事处夏龙铺社区 12 号路与北山路交叉口，占地面积
327.61 亩，年级设置为幼儿园至高中。该项目建成后，将
缓解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紧张的问题，进一步提升赤壁
市教育办学质量。
为促进重点教育项目尽快落地，赤壁城发集团调集 20
台挖掘机、140 台渣土车，全力以赴、开足马力、不间断作
业，争取土地整理工程早日完工，确保土地按期交付，让入
驻企业尽快进场建设，早日落地达效。

摄

车埠镇鸡公山村

能人回乡创业 共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昌文报道：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而产业
兴旺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人才。近
年来，赤壁车埠镇鸡公山村在
“三乡工程”
的带动下，众多能人返乡发展农业产业，
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更加快了鸡公山
村振兴发展的步伐。
6 月 17 日，在乡遇采摘园桃园基地，
一个个光鲜红润的血桃挂满枝头，诱人的
香味弥漫田野。现在正是成熟季，工人们
正在采摘售卖，不少市民也来体验采摘乐
趣，甚是热闹。
“农闲时就去乡遇采摘园打零工，
100 块钱一天，中午供一餐饭。”鸡公山村
贫困户芮幺元夫妻俩说。
乡遇采摘园是该村村民祝思德创办

的。他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收入颇
丰。2018 年，在鸡公山村两委和市场监
督管理局驻村工作队号召下，他回到家
乡，投资 20 万元发展种植业。
该园区总面积百余亩，其中种植猕猴
桃 32 亩，种植桃树 32 亩，还有中药材吴
茱萸及油茶等。每当采摘园除草、修枝、
施肥的时候，就吸引不少像芮幺元这样的
村民来园地务工。
在鸡公山村，像祝思德一样怀揣梦想
回村发展的，还有博琳家庭农场的聂新
阶。
聂新阶说：
“ 当初在外地承包了几个
驾校，得知赤壁政府政策好，便返乡创业，
带动周边的贫困户搞发展。
”
5 年前，聂新阶回到村里后，流转当

地村民土地，办起了家庭农场。
“我的水产养殖面积有 120 亩，绿化
苗种植将近 700 亩，黄桃种植 100 余亩，
这 3 个产业投资近一千万元左右。”聂新
阶告诉笔者。
博琳家庭农场创办以来，发展态势良
好，先后获得了咸宁市年度示范家庭农场
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殊荣，成为鸡公山
村振兴乡村产业的一面旗帜。
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和帮助下，鸡
公山村众多能人返乡创业，大力发展小
龙虾养殖、优质水稻种植和水果采摘基
地，努力打造一村一品……鸡公山村顺
利摘掉了“穷帽子”。
该村党支部书记彭金光说：
“近年来，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我们这里驻村帮扶，给

我们村带来很大的帮助，请回了在外的能
人回乡创业。投资将近 3000 万元，建设
乡遇鸡公山旅游项目，一期在 12 月份前
会完工。”
鸡公山村还将依托当地丰富的自然
资源，规划户外拓展运动项目，开发乡村
旅游，带动农业产业发展，为老百姓创造
更多的就业岗位。
彭金光说：
“ 我们计划打造三大主打
产业，猕猴桃基地投资 200 多万元已经挂
果了；黄桃基地投资了将近 300 万元也已
经挂果了；现在在建的蓝莓基地，土地已
经平整好了，下半年栽苗子。
”
通过几年的发展，鸡公山村产业在
兴旺，乡村在振兴，村容村貌不断换新
颜。

赤壁市中医医院

圆满完成派出防控任务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6 月 10 日，赤壁高铁北
站体温检测站防控人员正在进行“换防”，该市中医医院疫
情防控工作队在坚守 130 余天后，正式把该站防控任务交
接，调整为以铁路部门为主、赤壁市防控指挥部交通保障
组积极配合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方式。
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争打响后，赤壁市中医医院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体医护
人员取消休假，开始一系列防控措施。一方面在院内增
设、规范预检分诊点和发热门诊，派出体温检测队负责高
铁北站防控值守，派出医疗组负责 3 处医学隔离观察点、1
处康复隔离点的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抽调 10 多名医务
人员增援赤壁市人民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一
线防控工作。与此同时，该院还成立中医药专家组，每天
把中药汤剂送至定点医院、各隔离点及复工复产的工地、
车间等，
为迅速控制疫情、护航复工复产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