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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让教育红利惠及民生

周口市文昌小学的“智慧课堂”

“村里已有 3 个清华、北大学生，还有
124个考上了一本……”提起村里考上的大
学生，郸城县于寨村支书黄学刚高兴得合不
拢嘴。近 10年间，这个 2997人的行政村走
出了 311名大学生。昔日的“贫困村”，随着
学子们成长，脱贫成了“小康村”。

“十二五”以来，周口市共有 50多万人
考入高等院校，5人摘取全省状元桂冠，491
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创造了在
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周口高中教育经
验”“周口高考”金字招牌。

“考上一个大学生，挖掉一个穷根子。”
教育升学给周口万千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实惠，而实实在在的实惠背后是炽热的为
民情怀和执着的求索与付出。

“周口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支
撑，要以教育发展高质量推动周口发展高质
量。”刘继标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振兴周口
教育，我当市长的时候提出要努力当一名“教
育市长”，现在要当“教育书记”。

近五年，全市投入资金 23亿元，新建公
办高中10所，改扩建5所。市政府在财力紧
张的情况下，投资 3亿元在东新区兴建周口
市文昌中学。郸城、扶沟、太康、项城、沈丘、
西华等地都斥资上亿元新建了一高。

针对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全市拿出专
项编制，连年补充年轻教师、高学历教师；教
育部门依托“国家、省、市、县、乡、校”六级培
训，市、县两级教研部门定期举办名师论坛，
各学校实行拜师结对子，以老带新，组建了

“导师团”，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各校奋发图强，定目标、压担子、下任

务，突出校本教研主题，抓课改搞教研。目
前，全市已进行三批课改先进校验收，30多
所高中评为课改先进校，郸城一高的精细化
管理和双教研、扶沟高中“3+1”模式、淮阳一
高“216”模式等已在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内

涵发展方面起到显著成效。
2018年高考，全市共报名 97059人，被

高校录取79588人，录取率为82%。
在大幅度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也涌现

了一大批师生模范典型：践行焦裕禄精神的好
校长张伟，全国优秀教师、把生命奉献给教育
的好校长李松山，党的十九大代表、郸城一高
校长刘成章，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灵，河南最
美教师王西梅、张永华等一批批教师英模光耀
中原；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谢宇慧,河
南美德少年崔佳慧、刘星等一批批学生标兵添
彩河南，周口教育的美誉度和形象与日俱增！

“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
给每个孩子适合的教育。周口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顺利就业或者
继续深造，搭建成才立交桥。

从 2008 年开始，周口市大力实施职教
攻坚工程，强力推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目前，全市独立设置中等职业学校28所，技
工学校6所，在校生6万余人，基本形成中高职教
育相衔接，学历教育和技能培养相结合，职前教
育和职后教育相贯通，趋向规模化、集团化、品
牌化、园区化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市有各
类职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100多家，形
成了海燕技工等一批国内知名的劳务品牌。

周口市职业教育园区被列入全省示范性
职业教育园区，一批职业学校被列入重点建设
的示范性职业学校，开设有服装、纺织、机械、
电工、汽车维修等37个专业，对应着社会上数
百种职业，让每个毕业生都能实现人生梦想。

在实行职业教育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同
时，周口市因地制宜推出半工半读办学模
式。学生实习期间月工资从 800元到 1500
元不等，全市2万余名学生每年可以挣2亿多
元的工资。为在长三角地区建立半工半读实
习基地，周口市教体局还在上海成立了周口
市职业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专门为职业学校
的实习学生联系厂家，既减少了学校寻找企
业的麻烦，又方便了学生早日进厂实习。

办学 38年，今年 5月即将更名为“河南
科技职业大学”的周口科技职业学院负责人
李海燕算了笔账：38年，学校总共培养了 15
万专业技能人才。如果每个人平均每年往
家里拿1万元，就等于为周口创造了15亿元
的收入，等于建了一个高效益的大企业。

“到 2020 年，全市将形成适应发展需
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比翼双飞，
让更多的孩子成才，帮助更多的家庭圆梦。”
丁福浩说。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18岁成人礼上，
激情宣誓的学子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举办模拟联合国
大会，拓宽师生寰宇视野，培养国际思维

“要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对教育事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加快信息化与教育教学融合发
展，通过教育信息化推动全市教育现代化。”周
口市政府组织召开的2018年全市教育信息化
工作推进现场会上，该市副市长王少青说。

周口作为农业大市、教育大市，5000余
所学校遍布城乡，为加快全市教育事业发
展，缩短与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周口市政
府组织召开了 2018年全市教育信息化工作
推进现场会、出台《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启动教育信息化建设1.0到 2.0转段升级，发
动教育发展新引擎。

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提出，到 2022年，我国要基本实现“三全
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
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
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
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
育”大平台。

按照要求，周口市对教育信息化进行了
积极探索。周口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张建梁
表示，全市将在实现“三通两平台”的基础
上，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全市乡镇及乡
镇以上学校 100%接入互联网宽带后，今年
6月底，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和农村学校
配备多媒体教室比例达 80%以上和 50%以

上。2020 年年底，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全部
具备多媒体教学环境，乡镇和乡镇以上教师
信息化终端配比达到1∶1。

此外，周口市还将搭建教育云平台，到
2019年 6月，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100%推送
到全市所有宽带接入学校班级。2019年年
底前实现全市100%的教师和90%的初中阶
段以上学生拥有实名制网络学习空间。到
2020 年，初步形成覆盖全市的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体系。

“做好宏观顶层设计，根据全市现有教育
信息化设施和师资条件，制订既符合实际又
有前瞻性的实施方案，把先期试点引领和下
一步全面展开有机结合，确保在最短时间内
取得好的效果，促进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对教育信息化建设，周口市有着清晰的定位。

在周口市文昌小学，教师王盼通过手中
的“一体机”把问题发送到学生课桌上的平
板电脑，全班 46 个学生很快提交了答案。
王盼点开“结束练习”键，发现小孟和小田两
名同学做错了，立即进行了纠正。“智慧课
堂”实现了课堂教学精准化。

在周口市十九中，学生通过教室内的大
屏幕和远在另一间教室内的主讲教师互动
交流“隔空喊话”，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节省了教育资源，提高了课堂效率。

在周口一高，教育信息化给学校管理和

备课带来极大方便。点开电子班牌，找到
“班级概况”板块，可以随时查看班主任、班
长、班级人数等基本信息。在学校阅卷系统
功能室，老师可以1分钟轻松组卷。

为深推教育信息化建设，周口市邀请专
家开展“订单式”培训，培训做好顶层设计、完
善信息环境、提升教师素养、建设信息资源、
推进规模化应用、构建长效机制的做法；培训
构建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慧评价、智慧研
修、智慧管理、智慧校园体系，打造“智慧教
育”和“智慧校园”实操技能；培训智慧翻转

“ABC”教学，运用信息化技术让学生制作思
维导图教学方式，为教育发展注能加速。

目前，全市掀起教育信息化建设热潮，
各县（市）区试点学校基本建成，逐步向全面
铺开。

沈丘县副县长孙自豪说：“我们有信心
在 2020年年底前，以试点校为中心，建成辐
射全县所有中小学校的数字化校园，基本实
现校园环境数字化。”

周口市文昌小学党支部书记祁卫华说：
“学校根据周口教育云平台打造自己的智慧
平台，涵盖教育、教学、师训、安全、家校通等
各类应用，打造优质信息技术示范校！”

周口一高教师许亦珂说：“教育信息化让知
识呈现清晰明了、生动形象，让学习打破时间和
空间限制，大大提升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

信息化为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

教育成就万千家庭梦想

每月举办周口教育大讲堂，培训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

让每一个孩子享有
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周口教育发
展指向让每一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
教育，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最广大
人民群众。

周口市开展“教育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行动，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

周口市是劳务输出大市，留守儿童 65 万
人，占全市学生总数的 49.6%。为进一步完善
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制机制，按照省教
育厅要求，全市认真做好“五个一”工作的同时，
积极探索创新资助平台，建立“留守儿童亲情港
湾”220个，全市中小学校基本实现“留守儿童
之家”全覆盖。教育、工会、妇联、团委等单位联
合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爱的行动”，对留守
儿童进行“一帮一”结对子帮扶。目前，全市小
学入学率、巩固率均达 100%，初中入学率达
100%，巩固率达98%以上。

七年级学生伟伟是郸城县人，2016年突发
重病，右腿高位截肢。本人渴望读书，梦想考取
高中、大学，却无法重返校园。去年10月份，了
解孩子情况后，伟伟家乡所在地中心校组织 8
名教师为他送教上门，已进行 6个多月，并建立
微信群，每天网络辅导，直到他考上高中。

14岁的乐乐家住淮阳县，因家庭困难，几
个月前辍学跟随亲戚外出打工。当地教育部门
获知情况后，反复做孩子父亲的思想工作，并垫
付了其在校的生活费，孩子又背上书包走进了
校园。

为做好控辍保学，淮阳县推行“123 工作
法”，即每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落实 1名教师结
对帮扶，每月进行 2次心理疏导和学习辅导，每
学期开展 3次以上家访。出台县级助学扩充政
策，解决贫困家庭非寄宿生无法享受教育资助
问题，填补了国家教育助学政策空白，实现了教
育资助政策各学段贫困生全覆盖，排查出的
216名学生全部复学。

为了给孤儿和贫困儿童全面的关爱，沈丘
在全县22个乡镇（办事处）的38所学校建立“希
望之家”，配备专职生活教师 100余名，收住学
生354人，吃穿住行全免。并开展“3+1”生活结
对帮扶和“2+1”学习补差帮扶。依托相关心理
卫生机构，组织 238名心理咨询师免费开展心
理辅导。

目前，全县登记“代理家长”900多名，“学
习伙伴”1300多名，结对帮扶率达到100%，“希
望之家”后进生比例降至10%，优秀生比例升至
65%，平均成绩提高 30分以上，无一名学生出
现心理问题。

西华县明确“控辍保学一个不少”和“精准
资助一个不漏”两条底线，对全县114个贫困村
开展排查，建立完善14762名留守儿童档案，在
全县 103所寄宿制学校建立留守儿童之家，按
照 1名教师联系 5名留守儿童标准，落实“五个
一”制度和“六关爱”活动。组织12名特教教师
与12名残疾儿童结对帮扶，对20名残障儿童送
教上门。

为了确保每一个孩子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机
会，周口市不断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制
订特殊教育群体教育工作方案，采取增设扩大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设立特教资源教室、送
教上门等方式，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
权利。目前，全市独立设置特殊教育学校 10
所，在校生 2537人，全市义务教育三类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2.26%。

同时，周口市出台《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方案》，系统部署脱贫攻坚。

以精准资助为主抓手，构建从幼儿园到大
学的全方位资助体系，选聘12458名干部、教师
担任“教育村长”，推进工作落实。2018年，全
市发放资助资金10.66亿多元，资助家庭困难学
生61.48万人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8万
多人次，贷款金额5.85亿元，资助人数和资金数
量全省领先，工作经验在全省教育脱贫工作会
议上作典型介绍。周口市学生资助中心被评为
全国资助工作先进单位案例典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张建梁说，全市将努力打造更加公平而优质的
教育，培养更多的孩子成人成才，让教育发展红
利惠及千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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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明艳的校园、整洁开阔的操场、多媒
体化的教室、装配一新的图书和仪器、特色鲜
明的活动、朝气蓬勃的师生……在周口的城
区和乡村，学校成为最亮眼的风景，教育成为
最暖心的话题。

“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未
来，教育兴则周口兴、教育强则周口强。”近年
来，周口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科教兴周”和“人才强市”发展
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坚持教育工
作优先研究，教育问题优先解决，教师待遇优
先保障，持之以恒建设教育强市，沐浴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孕育出灿烂的教育之花。

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先后数十次主持召
开事关教育的座谈会、办公会，围绕钱从哪里
来、学校怎么建、教师怎么招、质量怎么提、品
牌怎么创，为振兴周口教育开出了“良方”。

周口市市长丁福浩多次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解决教育问题，多次深入学校实地
调研，为解决“全面改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和中心城区教育振兴等问题不遗余力。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口市委、市
政府先后出台《周口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周口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提升
办学水平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完善全市基
础教育保障机制的意见》等10个文件，每年投
入近100亿元，有力推进教育事业高效发展。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沈丘县新区实验小学
是标准化寄宿制项目学校之一，800余名学生
多半在校住宿，食堂明厨亮灶卫生整洁，饭菜
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宿舍配备木质双层床温
馨舒适，浴室 24小时供应热水，教室开通“专
递课堂”，高标准配备图书室、实验室、音体美
功能室。“条件比城里学校还好！”学校给村民
带来了满满的幸福和自豪。

“这是我们村最好最漂亮的楼房。”站在
整修一新的教学楼前，项城市南顿镇八联小
学校长李长青说，去年，学校只有8名学生，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只能叫教学点。周口
市大力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建
设以来，短短一年，在校生已经有 166人，花
木成畦、道路整洁。新建的附属幼儿园一开
门就招收了50多个孩子。学校综合楼和操场
正在施工，下半年教师周转房又要开工，明年
教师就能“免费分一套房”了。

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群众更安心。“孩
子上学是最大的事，学校办好了，外出务工也
放心了。”村民位东生高兴地说。去年暑假他
专程回来，把女儿转到八联小学就读。

周口市十八中，前身是周口棉纺织印染
厂子弟中学,始建于1978年，2001年前,只有
一幢集教学、办公于一体的三层楼房，操场面
积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大，且年久失修，
整个校园显得破烂不堪。近年来，政府连续
投入资金改善办学条件，陆续新建了教学楼、
综合实验楼、塑胶操场，美化了校园，教育教
学设备也从自制简单的教具、挂图、小黑板变
成了现在的投影仪、电脑、多媒体。

“现在的周口十八中和20年前相比，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现在的学生和老师真是幸
福！”曾在十八中就读的李老师翻着现在十八
中的图片感慨不已。

2011年，周口市启动义务教育标准化建
设工程，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与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等重点工作统一规划、统筹实施。

2014年至 2018年，全市投入资金400多
亿元，实施城镇学校扩容工程、农村薄弱学校
改造工程、中心城区基础教育振兴工程和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创建等，新
建、改建、扩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4800多
所。其中，对 3219所学校实施“全面改薄”，
3018所学校达到20条底线要求，农村义务教
育基本办学条件总体达标率达到95%。目前
全市建成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1097所，农村
学生两年回流 10多万人。扶沟、郸城、商水、
项城、沈丘5个县（市）均一次通过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国家评估验收。

为缩小校际差距，周口市在实施“校舍安
全工程”“薄弱学校改造工程”“教育信息化工
程”和“中小学食堂建设”等项目，不断改善学
校硬件的同时，还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
强学校管理、提高师资水平等措施，加强学校
软件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确保每一个孩
子有学上、上好学。

确保每一个孩子有学上、
上好学

华夏先驱地，六千年

文明重教风长；三皇古都

城，三川水交汇文脉浩

荡。近年来，周口把建设

教育强市作为实现周口高

质量跨越发展的基础工

程，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

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

化，着力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千万

人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梦正逐步成为现实。

设施一流的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设施一流的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家印高中家印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