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梨梨乡乡起起东东风风，，创创建建正正当当时时
——— 冠县加速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申洪举

当下的冠县，孟夏草长，百花盛开，万物并茂，于斯为盛。
温泉梨乡，武训故里的冠县，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去年以来，一场均衡创建的东风席卷冠州大地，放眼冠县县校园，塔吊

林立，车来车往，热火朝天………

教育的改变力量是巨大
的，一个地方重视教育，让受
教育者具备时代发展所需的
更高素质、更强能力，这个地
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才真正拥
有源源不断的原动力。

“我们要以高瞻远瞩的
眼光谋划教育，要以海纳百
川的胸怀重视教育，要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办好教育，要
以高看一眼的态度支持教
育。”冠县县委书记牟桂禄动
情地说。

“县委、县政府在均衡县
创建上，下了大决心，就这一
项工作投入接近10亿，我们
干什么事一次性拿出这么多
钱。”这是县委副书记、县长
崔新乐在全县均衡创建整改
动员会上的讲话。

冠县是全省经济欠发达
县，2016年全县公共财力预
算收入11 . 35亿元，2017年就
拿出10亿元用于教育，足见
县委、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程度。

去年以来，冠县开始了
自“普九”之后又一次教育

“大动作”，县长崔新乐任均
衡创建领导小组组长，县委
常委、副县长赵存吉，副县长
张澍民任副组长，18个乡镇
街道、23个部门的“一把手”

为成员，全力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创建。

冠县上下同欲、全力以
赴，134所学校，270多个项目，
全面开花，铺天盖地，奏响一
曲均衡创建的激情组歌。

3月20日-22日，省教育
督导组对冠县均衡创建进行
督导评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公众满意度88 . 48%，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得分
89 . 5%，顺利通过初评验收。
冠县均衡创建进入加速阶
段……

4月初，冠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康振标带领所有班
子成员以及有关人员，利用10
天的时间对全县134所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进行逐一排查，实
地摸清每一所学校的办学条
件和均衡县创建标准的差距，
现场办公，制定解决方案，做
到一校一方案。各学校根据方
案，立即制定推进措施，细化
责任，倒排工期，责任到人，全
力推进，选址、设计、招标、议
标、施工……想尽千方百计，
说尽千言万语，一切为了均衡
创建。

聊城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哈宝泉，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正县级督学李开双
多次来冠指导，现场把脉，督

促进度；邀请山东省中小学
办学条件评估专家吴绍宗、
高唐县督导人员等来冠传经
送宝、现身说法；副县长、教
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去临
沂、赴高唐、下郓城、上乐
陵……外出学习，全面提升。

5月8日—9日，聊城教育
督导组对冠县均衡创建总体
评价：冠县县委、政府高度重
视，整改措施有力，推进速度
快，推进质量高，推进效果
好，较好的解决了“人、地、
钱”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良
好的推进机制，大部分问题
已经或即将得到解决。

5月22日，冠县组织大规
模的均衡创建观摩，教育局
16名班子成员，11名科室负
责人，41名联合校长、中学校
长和县直小学校长参加，134
处学校，分成4个观摩组，1天
时间。通过观摩，明确了差
距，找到了问题，展示了成
果，激发了干劲。

“这次观摩每个乡镇都
是十多个项目，建楼、扩地、
盖厕所……可到县直中小
学，只有一、两个项目，有的
还没有，这次县里向乡镇的
投入就是大。”在全县均衡创
建观摩时，烟庄街道联合校
校长杜振方深有感触地说。

唱响创建进程的激情组歌

这次均衡县创建，投入
1 0亿元，按省创建标准，新
建、改建、扩建134所中小学，
其规模之大，投入之多，质量
之高都创建国以来冠县之
最。

教育要创建，工程是大
件。由于历史原因，欠账较
多，基础较差，底子较薄，全
县中小学急需建设工程特别
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但全县上下直面现实、
挑战困难的激情与斗志更
高。

均衡创建过程中，乡镇
街道党委、政府主动进前，县
直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无
论是学校的规划、校舍的建
设，还是环境的改善、设备的
更新等，他们都是竭智尽力、
出力流汗。

“运动场要加快进度，综
合楼、教学楼、餐厅的建设进
度要快，要倒排工期，严把质
量，让这所投资1亿元的省级
规范化初级中学，在今年秋
季开学建成投用……”这是5
月22日，全县均衡创建观摩
时对新建崇文中学的要求。

按省规标准建设的崇文
中学新校，位于县城西部，总
投资1 . 05亿，规划用地133
亩，总建筑面积4 . 5万平方
米， 4月21日开工建设，计
划今年9月1日前竣工投入使
用。建有高标准的400米运动
场，包括5个篮球场，3个排球

场，为学生运动、健身、锻炼
提供安全适宜的环境。投用
后，将是冠县最先进、最标准
化的现代化初级中学。

崇文中学是全县高标准
规划建设的4 4处中小学之
一。

今年，冠县要新建高标
准规划的44所学校，总面积
54万平米，建设资金7 . 4亿
元。同时改扩建1 3 4处中小
学，投资9000万元。

“学校新建塑胶运动场
以后，我们的活动场地会更
加宽敞了，而且很安全，可以
尽情的在操场上跑步、跳绳、
做游戏，非常开心。”崇文街
道希望小学的学生任一凡激
动地说。

均衡创建中，冠县教育
系统“5+2、白+黑、科学+拼
命”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激
情演绎。所有工程全都挂牌
督战，所有科室全都分包到
校，所有人员全都深入学校，
所有时间全都扑上项目，条
线包干，蹲点督查，一着不
让、一刻不松，夜以继日，抢
工会战。

崇文街道希望小学的操
场，4月25日新征地12 . 87亩，
所征土地为平均深度1 . 6米
的大坑，7天时间填土1 . 3万
方，用资8 . 46万元，4天平整，
1天压实，5月25日做基础后
即可铺设塑胶跑道，人工草
坪于5月20日完成播种，6月
20日前即可完工。

像崇文希望小学这样的
运动场，冠县，今年要建134
个，全县共征地1427亩，建设
资金1 . 78亿元。

5月24日，甘屯中学校内
水冲厕所建设现场，工人正
在砌砖，搅拌车正在灌浆作
业，一派忙碌景象。这是均衡
县创建以来，该校第4个建设
项目，投资40万元。同时，县
财政还投资387 . 57万元，新
建学生宿舍楼3849平米；投
资51 . 35万元，扩建餐厅500
平米；投资140万元，新建标
准运动场，学校硬件设施的
改善，极大的提高了办学条
件。

甘屯中学是一所农村中
学，有学生600人，原来只有
一处教学楼，没有餐厅、运
动场，办学条件差，对此，县
教育局和甘官屯乡党委政府
高 度 重 视 ，按 照 均 衡 县 要
求，投资618 . 9万元，一次性
建设宿舍楼、餐厅楼、水冲
厕所，新建塑胶动场，让甘
屯 中 学 硬 件 、软 件 全 部 达
标，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质的
提升。

校长许有泽说：“均衡创
建让学校大变样，这要在过
去，只是想想的份，均衡创
建，改善了软硬件环境，方便
了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为学
生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

今年，冠县投资1500多
万元，建设水冲厕所75座。

谱写创建投入的壮美诗篇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感
谢教育局为我们配备了这么好
的设备，以后进行电子备课、上
网查阅资料更方便了。”柳林镇
武训希望小学张献丽老师高兴
地说。5月10日上午，该校把从
县教育局领回的193台笔记本
电脑发放给了每位教师，圆了
一线教师一人一台电脑的梦
想。如今，该校所有班级全部能
够开展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
学。

为推进均衡县创建，冠县
投入4190万元，为全县中小学
配备“班班通”设备1630套，师
生用微机9436台，进一步提高
了教学效率和信息化技术水
平，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和教育
资源共享。

5月25日，冠县第二实验小
学的三楼舞蹈室里，五年级2班
的学生正在做压腿动作，每个
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
容。

冠县第二实验小学校长石
西军自豪地说：“县里为我们规
划建设了音体美等各类功能用
房，配备音体美器材108类、图
书3 . 5万册，配齐了微机、实验
器材，建成了高标准的笼式足
球场和7787平方米的运动场，
对开足课时，开全课程，全面提

高师生素养，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
办学竞争力。”

冠县投入3517万元，配备
音乐器材17116件、体育器材
64846件、美术器材63176件、各
类实验室365口、实验仪器226
套、仪器橱1985个；投入723 . 9
万元，购买5大类、22小类图书
144 . 6万册；投入1633万元，购
置空调5861台、双层床3709张、
课桌凳29024套。

“教学楼要抓紧、操场要抓
紧、各功能用室要抓紧……距
离6月底省级复验，时间已经不
多了，我们要甩开膀子干，加班
加点干。”康振标在5月22日的
校长会上强调。

在硬件达标的同时，冠县
还要求每个学校都达到校园环
境优美，办学特色鲜明，校园文
化彰显，师生精神状态良好，学
校管理精细，讲普通话，衣着整
洁，每一块绿地，每一个走廊，
每一个教室，都靓丽起来。

新起点，新实践，均衡创
建，为今天的冠县教育带来
生机无限。新目标，新希望，
均衡创建，给明天的冠县教
育送来一路芬芳。均衡创建
正助力冠县教育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

描绘均衡创建的精美画卷

新建成的崇文中学塑胶操场。

冠县清水北街小学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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