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从全力消除“大班额”到

全面实现“小升初”电脑派

位，再到大力推进“全面改薄”

工程……近几年，着力提升农

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办学

条件，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强力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实现

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安阳一直在努力。

教育是民生的重要内容，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教

育均衡发展则是教育公平

的重要体现。“要实现均衡、

优质目标，就必须深化教育

改革，这既要下决心，更要出

实招。”安阳市政府副市长祝

振玲说。

无论是严禁公办学校择

校、试点学区化管理，还是不断

提高分配生比例，安阳市在教

育改革上敢于动真碰硬，正按

照抓均衡、促公平，办特色、出品

牌，创优质、保满意的“三部曲”，

持续发力，循序渐进。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刘超）内黄青年
王晓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青年，可最近他却成为各大
媒体争相报道的“网红”，原因何在？7月5日，记者来到位于
安阳市东工路与人民大道交叉口附近的红香柳刀削面馆，见
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主人公王晓军，与他聊起了他的“好人”
故事。

王晓军，1980年出生在内黄县六村乡后化村，1996年在
青海某部参军，2008年11月退伍回到家乡。2010年9月，始
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他，回到青海西宁开了一家面馆，并为
7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就餐，这一做就是7年。只要有老人
来用餐，王晓军就会把面削得薄一点，让后厨们煮的时间长
一些，便于老人食用。不仅让老人免费吃饭，王晓军还坚持
给环卫工人半价优惠，针对饭量较大的农民工兄弟，他还推
出第二份面免费。

王晓军的善行义举很快传到了老家河南，许多老家人都
为他竖起了大拇指。从去年到今年，他在安阳市先后开了两
家面馆，均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现在他计划这三家面
馆，都对环卫工人半价供餐。

谈起下一步的打算时，王晓军说：“等到秋季天气稍微凉
快一些，点热菜的顾客多一些，到时我准备对带父母来就餐
的中青年人全部实行八折优惠，让更多的人因尊老爱老得到
实惠！”6

七年免餐送老人

王晓军荣登“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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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东旭）7月 3日
至7月 5日，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
省教育厅主办，中共安阳市委宣传部、安阳师范学院承办的
2017年“大学生宣讲团”基层巡演活动先后深入杜官屯社区、
彰北办事处周家营村和汤阴县韩庄镇工官屯村，以“信仰、信
心、信任”为主题，以迎接、宣传十九大为主线，突出“砥砺奋
进的五年”，用文艺汇演的形式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开展巡回
演讲，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6

大学生基层巡回演出
文化盛宴送到百姓家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马启飞）“贷款
一下来，我所有的困难就都解决了，创业担保贷款对我们创
业者来说真的是久旱甘霖，这样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真是
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为民解难！”7月 10日，位于安阳市龙
安区一家饭店的老板陈某激动地说。截至目前，安阳市共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2.97亿元，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4亿元的
74.25%，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超序时进
度推进，只是安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责任目标全部实现

“时间、任务双过半”的一个缩影。
今年上半年，该市人社系统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和经济发

展大局，突出抓好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和谐劳动
关系等重点工作，与市政府签订各项责任目标任务均按序时
进度扎实推进，实现了全部22项省定目标任务“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

据了解，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467人，完成
省定任务64700人的61.0%；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3516人,完
成省定任务21800人的 62.0%；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843人,
完成省定任务6300人的61.0%；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达到68.04万人、434.5万人、45.7万人、37.95万
人、27.4万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101.1%、104.7%、98.9%、
98.6%、99.6%；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571人，完成目标
任务 3万人的 85.2%；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
2176 人，完成目标任务2755人的78.9%；高技能人才培养完
成4597人，完成目标任务5500人的83.6%。6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朱晓涛）7月 1
日，安阳市两馆广场上热闹非凡，由安阳市卫计委主办的中
医药法宣传暨省市名中医大型义诊活动在此启动，多名省、
市名中医现场为千余市民进行了免费义诊。

中医药是民族瑰宝，是我国医药卫生体系的特色和优
势，是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 12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是我国首部中医
药法，对中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自2017年7
月1日起实施。

本次活动安排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养生文化科普知识展
示、中药药材标本、中医养生保健品展示、“五禽戏”、青少年
背诵中医经典、方歌表演以及免费发放义诊药品、开展“三伏
贴”治疗等环节。

“通过宣传贯彻中医药法，充分展示了中医药的悠久历
史、深厚文化和特色服务，使得更多的群众认识中医药、了解
中医药，传承中医国粹，促进人民健康。”安阳市卫计委主任
王永斌说。6

信息速递

安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责任目标

全部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安阳市

省市名中医大型义诊活动启动

每天下午4:30以后，安阳市建安小学足球场上就
有一群孩子活跃的身影，风雨无阻，他们是建安小学足
球训练营的学生。7月8日，建安小学女足队员刚刚代
表安阳市，参加了2017年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比
赛归来。校长于梅告诉记者，这是一所传统的足球名
校，这里“班班有球队”，还有“足球社团”、“亲子足球
赛”等特色教育，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实现足球梦想的
摇篮。

像建安小学一样，成功创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
色校的中小学校，在安阳就有66所，覆盖全市四县四
区。据了解，广州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定期来安阳选拔
足球苗子，目前已有两名学生从建安小学走入恒大。

“每一所学校都要结合自身实际，从办学理念、校
园文化、培养方向等方面科学确立自己的办学特色定
位，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打造办学特色，
提升办学品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实现安阳教育
特色办学、一校一品的目标。”王爱宏说，“我们有不少
学校都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在特长培养方面有航
模特色、围棋特色、足球特色、书法特色、岳家拳、花样
跳绳等，在校园文化上有国学特色、戏曲特色、君子文
化等，在教育理念上有幸福教育、主体性培养等。”

安阳市第五中学，它的前身是北宋著名宰相韩琦
在老家安阳兴建的“昼锦堂”。1900年，此地更名为

“昼锦学堂”，成为我省最早的中学教育机构所在地。
今天，这所百年老校依然延续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打造颇有历史底蕴的传统文化德育载体。他们每年设
置二十四个德育主题，形成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宣传氛
围，滋润着学生的心田。

人民大道小学开展的“阅读教育”，让每个孩子都
能“多读书，读好书”。他们自编校本阅读教材《我爱古
诗词》，确定年级阅读主题，出台小学生阅读书目，举办

“小蜜蜂读书节”、“感恩母校”倾情捐书、大道论坛、学
生大讲堂等活动，孩子们通过读书成长自我，走向幸福
人生。

安阳桥小学结合自身实际，将教育教学活动与儿童
喜闻乐见的“跳皮筋”游戏紧密结合，学生们边跳边唱非
常有趣。学校把学科知识、文明礼仪、班纪校规、安全常
识等内容都编成了儿歌。跳皮筋，唱儿歌，孩子们在学
中玩，玩中学，形成了学校的教育特色——皮筋文化。

为促进特色办学，安阳市教育局每年都会开展办
学亮点评选展示活动。“甲骨遗风”甲骨文书法课程、最
美大课间、追梦足球活力校园、“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
人”书法教育、梅花拳习练进学校、“七彩小屋”志愿服
务等一系列为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特色教育，让安阳
市校园文化异彩纷呈，学校成为学生追求梦想的学园、
陶冶情操的乐园、教师安居乐教的家园。

“实现公平均衡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未来，我们将
下大力气巩固和扩大均衡教育创建成果，持续改善城
乡办学条件，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祝振
玲说。6

“均衡”让安阳教育更出彩

“学校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这是林州市普通百
姓群众不约而同发出的心声。

2015年，林州市阜民中学建成投入使用，1500多
名学生兴高采烈地入学。曾经为孩子入学而发愁的家
长们，当看到家门口多了一所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全
日制中学，纷纷鼓掌叫好。7月 8日，记者来到阜民中
学，只见教学楼宽敞明亮，操场规范整洁，实验室、电脑
室、阅览室一应俱全。

“俺学校正在趁暑假间隙，打造校园绿化升级版，
让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更优美、更宜人。”阜民中学校长
万钧龙介绍，每周末学校还配备校车专程接送学生往
返学校。

“目前，我们的硬件设施已满足学校办学的需要，
和城镇的学校没啥区别。”万钧龙十分骄傲。

林州市阜民中学只是安阳市“全面改薄”（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开
展以来，新建的其中一所学校。近几年，他们把“全面
改薄”工作列为重要民生工程，实施挂图作战，以项目
建设为牵引，加大投入力度，调整支出结构，将更多资
金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近三年，全市已累计
投入资金6.98亿元，为 311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建设
了校舍、室外运动场、围墙、大门等，新增校舍36.7万平
方米，新增学位4.5万个；投入5204.3万元，为222所义
务教育学校配备了生活设施、课桌椅、计算机、图书、教
学仪器设备等，惠及全市19万中小学生。

在“全面改薄”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扩充城镇义
务教育资源也在同步推进，仅安阳市区就增加学位
18000多个。许多安阳市民惊喜地发现，家门口的中
小学慢慢多起来了，质量也越来越好了。以安阳新区
为例，银鹭小学、紫薇小学、翰林小学、六十九中、飞翔
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新区

“入学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一些校舍陈旧、
校园拥挤的学校，如四中、九中、三十四中、六十八中等
学校也都通过改扩建和整体搬迁新建等方式，显著改
善了办学条件，提升了办学质量。

今年5月，文峰区、龙安区刚刚接受了河南省“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的评估，年底将接受国家评
估认定。这是安阳市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
作的收官工程。此前，安阳县、殷都区、林州市、内黄
县、北关区、汤阴县均已先后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区）”的评估认定，安阳市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县（市、区）创建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当前，我市和其他地区一样，制约教育事业发展
的最大瓶颈就是城镇教育资源的不足。这是我国城镇
化进程加速推进给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再加上全面二
孩政策的实施，将对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布局和结构
造成更大的压力。上学难，特别是上好学校难，依然是
群众最为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我们必须发扬滚
石上山，啃硬骨头的精神，建足够多的学校，建标准化
的学校，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让所有的适龄少年儿童都能有学
校上，上好的学校。”安阳市教育局局长王爱宏说。

最近几天，安阳某建筑公司工人柯虎心情不错，一
方面是因为工作努力受到老板表扬，一方面是因为该
上八年级的女儿十分争气，考试成绩优异，一点没让他
操心。而就在去年7月女儿“小升初”期间，柯虎却完全
是另外一种心情。

2013年，他从老家到安阳打工，爱人和孩子也随迁
过来。去年，女儿小学毕业，原本一直忧虑自己是进城
务工人员，女儿无法参加“电脑派位”，没想到因为符合相
关政策，他的女儿和当地孩子一起参加了摇号。当得知
孩子第一志愿就被录取时，柯虎异常激动，“太好了，没想
到进城务工子女也能通过摇号，在家门口上初中。”

市区“小升初”严格实行电脑派位，作为安阳市保
证生源均衡的有效手段之一，已经坚持了多年。据市
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科长唐波介绍，仅2016年，安阳
市市区小升初电脑派位学生就有12036人，录取学生
11662人，录取率为97%，极少数电脑派位落空的学生
则以相对就近为原则，采取手工调剂的方法予以录
取。这一比例反映出广大群众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
了较高程度的认可。在安阳，“小升初”公办初中不择
校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均衡发展也催生出一批为广大
群众广泛认可的优质初中。

如今，各地普遍出现了为拼升学率，各校之间不择
手段“掐尖”、挖生源等现象。但在安阳市，普通高中阶
段却出现了良性竞争、均衡发展的“安阳现象”。2013
年至 2016年，安阳升入北大、清华人数百余人。这百
余名优秀毕业生的分布以市一中为领头羊，各县属高
中均有不俗的表现。在安阳，没有出现“大树之下寸草
不生”的情况，而是“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安阳市不
存在掠尽优质生源，唯我独大的“超级学校”，但是从市
区到各县，都有深受老百姓信任的优质学校。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生源均衡上下功
夫。近几年，安阳市逐步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
到初中学校的比例，从 2012年的 50%提高到 2013年
的 60%，2014年持续提高到了70%，是全省落实分配
生制度力度最大的地市之一。分配生政策的力度不断
加强，大大降低了群众择校的意向，有效促进了均衡发
展。同时，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自觉维护良好的教育
生态也成为安阳教育系统的共识。

安阳市第一中学，是河南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
河南省首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示范校、河南省教育
名片学校、北大清华校长实名推荐资格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稳居全省前列，各项竞赛成绩斐然。2013 年至
2016年，一本率保持在85%以上,有44人被北大、清华
录取，27人获得全国奥林匹克学科竞赛省一等奖……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牛校”，也仅仅把招生生源限定在
安阳市区，既不在外省招生，也决不在招生中挖各县的
生源，“掐”各县的“尖”。

“我们的招生生源仅限市区，就是要努力维护教育
生态，促进全区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再精
耕细作，竭诚办人民群众满意的学校，让安阳的孩子在
家门口享受全省一流的教育资源……”安阳市第一中
学校长黄艳说。

“缺啥补啥”

学校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电脑派位”
进城务工者子女也能就近上学

“一校一品”

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追逐梦想

人民大道小学的放飞梦想T台秀 安阳一中的足球联赛 安阳市第五中学的合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