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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今日聊城 C03

“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莘县均衡城乡教育，6 年新建 83 所小学

编者按：今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莘县视察时做出重要批示：“莘县

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有限，但舍得花钱，各项资源向教育倾斜，党委政府下了功夫，可总结推广。”

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进莘县中小学校，采访学生、老师、校长以及教育部门，透视该县的教育改
革的成绩。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者 陈

洋洋) “我们想做强农村学校，

让农民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校。”莘县教育不搞农村中小学进

城， 6 年新建 83 所小学，进城择

校的学生少了，辍学学生大为减

少。

“真没想到有这么漂亮的学

校，比城里的还漂亮。”在莘县，

不少欠发达乡镇的住房比较简陋，

学校的房子却很好。莘县莘亭镇曹

屯的将军希望小学前身为曹屯小

学，教学设施简陋，办学条件极其
落后。学校新建后，占地 1 . 8 万平
方米，含教学楼和综合楼，校园大

气漂亮，教室 26 间，设有 13 个教

学班，配有图书阅览室、微机室、

国防教育室、科技活动室等。

莘县将军希望小学仅仅是莘县
农村校园改造的一个缩影。“仅
2009 年 4 月份，莘县县财政一次

拨款 4000 万元，建起了农村中小

学 21 幢教学楼。”莘县教育局长
楚新星介绍说，从 2005 年起，莘

县将农村学校布局、撤点并校和危
房改造相结合，启动农村校舍新建

工程，把重点放在农村偏远地区的

学校。至 2 0 1 0 年，新建校舍
13 . 4969 万平方米，改造 7 万平方
米。按照服务半径 2 公里、方圆居

民 8000 人至 1 万人规划一处小学

的标准，全县规划 117 所小学，其
中已经新建 83 所。“地方财政年

收入不足 4 亿元，这几年光教育投
入就 2 . 8 亿。”楚新星表示，目前

莘县已经消除学校危房，农村最好

的房子就是学校。”

另外，为保证农村学校人才，

该县新招聘教师一律到农村任教，

2003 年共向农村中小学补充 1484

人，而且教师们每年都接受很多大

的培训。 2/3 的乡镇初中学校建教

师周转房，老师们每平方米只花
700 元就能买到房子。河镇店的魏

丽娟老师参加工作 10 年，以前三

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去年她

分到一套 108 平的周转房，还接来

老人共同生活。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者 陈

洋洋) 在改革教学质量上，莘县在

农村学校实行全面的课堂教学改

革。一些学生不再因为课堂无趣而
逃课，一些“差生”也顺利考上大学。

“如果老师讲的课特别无趣，50

个学生有 40 个想睡觉，10 个想逃

跑，那太正常了。”莘县莘州中学校

长蔡克兴说，学生不爱听课其实不

能全怪学生，如果老师的课满堂灌，

一点新意都没有，学生在这个比较

好动的年纪，凭什么陪你坐上 45 分

钟，有人睡觉有人逃课很正常。“如

果课不好听，还不让学生睡，不让逃

跑。那学生受不了，只好退学了。”他

说，很多时候学生辍学率高，跟课堂

教学有很大关系，所以莘县的课堂

改革搞得很是时候。

张鲁中心初中校长于广磊说，

初中是学生辍学的高发阶段，学生

好奇心特别强，外界诱惑又太多，孩

子们厌倦了满堂灌的课堂，这是危

险时期。2009 年开始，该校参加全

县的课堂教学改革，学生们由面向

黑板坐，变成分小组面对面坐，老师

由课堂的主讲，变成课堂主持人，学

生们自己预习、讲解和讨论，有时候

为一个问题争得热火朝天。该校 6

年级英语老师南爱英说， 2009 年

县里派多名“名师”来学校帮扶，

进行教学改革，课堂改革后，学生

积极性很高，她组织学生听写单词

时，学生抢着参加，有的学生抢不

到上黑板的机会，就蹲在水泥地上

写。

莘县一中副校长王培琳介绍

说，教学教育方法改革后，许多差

生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和自信，更爱

学习了。以前一名学生特别爱逃

课，经常跑到学校的超市里藏着玩
儿，多次被老师抓住扣分。教学改

革后，学校的教育思路改变，不仅

关注优等生，更关注差生的特长和

个性。有一次他又逃课，校长想起
来有一次他写的检讨上，字写得不

错，就鼓励他练习书法。从此这名

学生果真练起了书法，还参加了省

里的书法大赛。

爱逃课的“差生”考上大学
课堂改革吸引学生回课堂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者 陈洋洋)

“今年招生人数大大增加，比原计划多
招了 14 人。”在莘县张鲁中心初中，招生

曾是校长于广磊最发愁的事。现在，学校

改扩建后，学生又慢慢回流了。

莘县的张鲁中心初中以前是一所比

较破旧的中学，学校最大的建筑是几排

平房，设备很简陋，学校又离县城比较

近，很多学生跑到城里去上学了。“有

一年，学校一个年级还不到 100 人，老

师们都愁得不行。”校长于广磊说，他

很担心，学生越来越少，以后学校就办

不下去了。 2007 年，莘县财政开始投
入资金，改造张鲁中心初中，把破旧的

平房变成了楼房，学校的硬件设施也逐

渐改造。

“只要学校办得好，家长更愿意让孩

子在家门口上学。”他说，今年学校招生

大为增加，已经招了 300 多人，比原计划

还多了 14 人。他说，今年的学生全部加

起来将近 1000 人。“很多地方的农村学

校都空巢了，我们学校学生开始回流。”

他欣慰地说。

“学校办得好，

更愿意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学”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以前

农村学校哪见过电脑，现
在不用多媒体还真不习
惯。”除了扩大校园房屋

建设投资，在教学设施

上，莘县也花了不少功
夫。

王庄集乡新凤小学是

莘县一所普通农村完全小

学，学校地处偏远，但每

个教师办公室都配上了电

脑，连上了互联网，教师

随时都能接触到先进的教

学理念。该校 54 岁的校

长孙山成不仅经常和老师

们在网上探讨教学方法，

还开了博客“乡镇教育路

漫漫”。当了半辈子农村

教师，很少摸电脑的他，

现在爱上了“织围脖”，

这成了他晚年的业余爱

好。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硬

件和设备的落后，而是教

育思想和方法的落后。”

莘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改善农村中小学教

学设施， 2007 年以来，

全县投入 1297 万元为中

小学配备安装教学仪器；

在农村中小学建立 23 个

卫星教学收视点和 236 个

教学光盘播放点，已有
112 所农村学校实现宽带

连接，仅 2010 年就一次

性投资 280 万元，配备计

算机 922 台。

多年没摸过电脑

老校长爱上

织“教育围脖”

在莘县实
验小学，学生
们由面向黑板

坐，变成分小

组面对面坐，

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体。图为
一名学生充当

起 老 师 的 角
色，在给学生
们讲课。

小小“老师”

妹冢中学课堂上，老

师讲课不再一味地站在

讲台上。

古城中心小学校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