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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山里的孩子打开一扇窗
——文成“小县城办大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舒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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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山建校，
教育人成“建筑家”

扫码看文成教育

通往铜铃山镇的盘山公路，不时有满载着林木、毛

竹或板材的货车经过，对新手驾驶员“挺不友好的”。但

在拿到驾照的第二天，刘瑞雪就独自开车上了山。“坐公

交车过来要一个半小时，而且班次太少，很不方便。”得

知要上任文成县铜铃山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后，刘瑞雪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驾校报名。

铜铃山镇海拔高气温低，到了冬天则更冷，常常是

山脚下雨、山腰飘雪，山顶已白茫茫一片。早前，镇上没

有幼儿园，最近也要去山脚下的西坑镇，大约半小时车

程。当地人心疼孩子，就在西坑镇或县城租了房子，慢

慢地，举家都住了出去。要助力“铜画森林”未来乡村建

设，就要为铜铃山镇留住人，也要为还留在镇上的幼儿

解决入园难题，因此县教育局拍板，决定在铜铃山镇建

一所幼儿园。

“长期以来，文成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舍得在教育

上花大钱。”重回教育系统的局长赵东平感受深切。过

去5年里，文成县建成投用了9所幼儿园、3所小学和1

所高中。今年他甫一上任，就用脚步一一丈量了这些崭

新的校园。“在文成，‘再穷不能穷教育’还真不是一句空

话。”赵东平感慨地说，仅去年，文成县委县政府对教育

的投入就超过了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的80%。

刘瑞雪刚接手铜铃山镇中心幼儿园时，前任园长带

她到附近一处山头，看对面热火朝天的幼儿园施工景

象。“挖掘机开山、铲车平土、土方车转运，幼儿园的一个

桩子都还没打下，半座山头已经被移平了。”前任园长翻

出照片给她看。

温州多山、文成更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说。铜铃山镇坐拥国家森林公园，林地广袤，平地却很

少，房子几乎都是移山开建的。这让幼儿园的整体预算

又上浮了些，总投资超过1500万元。

尽管有着10多年教龄，是教学科研保教等领域的

“多面手”，但刘瑞雪在后勤管理上却是新手，连图纸都

看不懂。一边向建筑工人讨教，一边捧着等级园建设

标准“死磕”。慢慢地，她不仅能看懂施工图，还熟谙楼

梯高度、扶手位置等细节要求，“现在我都能自己上手

画图了”。

她将教育教学管理等各方面要求融入设计建造环

节。新园不仅配备了有独立入户门的专用隔离教室，还

给食堂设计了两道安全消毒关卡。教室里，教学区、休

息区、洗漱区、操作台等一应俱全，“像小朋友们的厕所，

既进行了男女分区设计以保护隐私，又在中间较高位置

开了一扇窗，方便老师管理”。

每隔一段时间，刘瑞雪还是会来到当初那个山头，

看着园舍慢慢结顶、刷好外墙、平整操场……“幼儿园什

么时候能建好啊？”“什么时候开园？我要把孙女接回来

上幼儿园，我可想她了！”“以后我们也要在家门口上幼

儿园。”村民们就像“监工”一样，看着幼儿园从无到有，

慢慢变成他们心里期盼的样子。

铜铃山镇、珊溪镇、周壤镇……随着优质幼儿园在

越来越多中心镇拔地而起，文成县完善校网布局的行动

力度不断加大。“十三五”期间，该县投入1.65亿元新建

8所、改建9所公办园（教学点），新增学位2280个；建成

投用武阳书院；开工建设县职高和启智学校，增加了职

业教育和特殊儿童学位供给。“‘十四五’期间，还将新增

公办园9所、改扩建2所，创建初中强校工程实验校10

所。”文成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介绍。

“除了5个在建学校项目，今年还有18个食宿改造

项目于暑期启动。”进入暑假，杨有根也迎来最忙碌的时

候。“平时一周有两三天在项目现场，暑假里可能要待上

四五天。”杨有根说，接近尾声的新建项目面临验收，改

扩建项目陆续启动，项目建设已进入高峰期。

黄坦镇中心小学崭新落成的校舍已具备验收条

件。漫步新校区，中心庭院恰似一幅“踏雪寻梅图”，以

梅花花瓣为模板设置的花柱高低错落，大厅里处处可见

梅花的元素，学校建筑整体以雅色调为主……

“趁着新校区迁建，我们重新梳理提炼了‘雅梅’校

园文化。”2020年8月，吴利锋调任黄坦镇小校长，他在

查阅校史时发现，“雅梅”二字不仅贯穿了学校百年发

展历程，而且意涵丰富，寄托着对学生端庄雅正、谦逊

高洁、傲雪凌霜的美好期许。于是，他围绕“雅梅”理念

调整了新校区的文化设计方案，将“雅梅”文化融入新

校区整体建设规划，“这也是学校百年变迁后呈现的全

新面貌”。

新校区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配备了20个功

能教室、1个1200平方米的风雨操场，以及能容纳800

人同时就餐的两层餐厅，总投资约1.1亿元。“县里两块

最大尺寸的电子屏都在我们学校。”吴利锋话里满是自

豪，黄坦镇小的硬件设施已然成为该县中小学校中的

“顶配”。

薪火相继，最多投入向教育

新园建成前，刘瑞雪带着8名

幼儿在铜铃山镇文化大礼堂内过

渡教学。一边是8个孩子，一边是

1500余万元的投入，有人替文成

教育担心：这账“怎么平”？

“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不应

计较成本，不能算经济账；但教育

又要算好经济账，把每一分钱都

用在刀刃上。”校网布局调整越是

大刀阔斧，每个决策落定就越审

慎入微。赵东平心里清楚，有些

学校一旦撤并就没有了，而有些

乡镇不配套学校幼儿园，人就留

不住。“教育是未来的希望，我们

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

赵孟姬还记得2016年刚到

黄坦镇培头民族小学时的场景：

学校还没有塑胶跑道，风一吹，

操场上扬尘若雨，学生每天穿的

衣服都是脏兮兮的。“后来学校

更换了塑胶跑道，学生们可以尽

情地在操场上摇锅、稳凳、跳竹

竿舞、蹴石磉了。”赵孟姬看着学

校加固了挡土墙、改造了食堂、

修缮了厕所……一年一个项目，

“小而特”的民族小学变得越来

越“小而美”“小而优”。

在民族小学任教了30多年，

老书记钟逸樵对学校的变化感触

更深。“以前学校只有两幢楼，老

师们甚至没有独立宿舍。”钟逸樵

回忆道，“在学生宿舍中隔出一块

空间，帘子一拉，就是老师们的宿

舍了。”那些年，很多教育教学的

空间和功能，都是通过“隔”的办

法来实现的。

2010年配备第

一批电脑，2013年

建 成 新 教 学 楼 ，

2019 年 完 成“ 互 联

网+”学校硬件布局……

“这几年政府对学校的投入

力度很大，再叠加项目经费，学校

每年都在发生向好的改变。”民族

小学校长胡银河说，特别是对教

师待遇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

们能安心留校任教，这是学校实

现优质发展和内涵提升的关键。

“7 年前，文成的教师待遇

是温州地区最低的，现在已经提

高到中等水平。”赵东平告诉记

者，尤其在师资相对紧缺的学前

教育领域，去年该县探索出台了

“政府购买、同岗同待遇”的紧

缺型教师聘用制度，真正实现了

学前教育劳动合同制教师和在

编 教 师“ 同 工 同 酬 、同 等 待

遇”。“在财政已经很紧张的情

况下，我们每年还增加了 20 个

新教师培养名额，计划用3年时

间，外派这部分教师去教育发达

地区学校挂职学习。”赵东平

说，希望他们学到先进的教育理

念与方法，回来带领文成教育实

现跨越式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

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

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

优先满足教育，文成县委县政府

举全县之力优先发展教育，确保

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记者

了解到，为了给教育高质量发展

创造尽可能优渥的条件，文成可

谓“砸锅卖铁办教育”。不只将县

财政的七八成悉数投向教育，文

成甚至通过多方融资和举债来筹

措教育经费，不断健全财政教育

投入机制，加快创建教育现代化

强县，提振老百姓对文成教育的

信心。

小县城要办大教育，也离不

开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在文

成，只要是教育的事，老百姓就很

支持。”黄坦中学校长刘斌对记者

说，他刚到学校不久，发现学校存

在缺水的问题，便计划在校园内

打一口180米深的井。“我把这个

计划告诉了黄坦镇政府领导，他

们很重视，当即向学校投了8万

元。”校地间的合作还远不止于

此，黄坦中学联合镇政府、派出

所、村支书、家长共同管理行为习

惯有偏差的学生，镇政府也会在

教师节、儿童节等重要节点进校

园看望慰问师生。“去年，我们还

邀请了黄坦镇各村共20余名村支

书进校园参观、座谈，听取他们对

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

挖潜不止，
用特色成就品牌

校门口有大棚种植基地、校园内有劳动实践基

地，坚持“文”“劳”结合的黄坦中学把劳动教育做到

了远近闻名。“大到基地大棚修缮，小到木工设备、农

田围栏采购，教育局都很支持。”刘斌介绍，在帮助学

校特色发展、内涵提升方面，县教育局从来不吝投

入，除立项支持外，平台搭建、活动下放、工作室结对

等举措也层出不穷。

“以前学校硬件没跟上，要做内涵提升腾不出手

也施展不开，后来在一轮轮投入与改造中，我们逐步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开启‘互联网+’教育和同步课

堂，教学生态不断优化。”胡银河说，现在的民族小学

不仅有创客室、实验室等13个功能教室和3个录播

教室，还配齐了学生电脑、移动式电子白板和智能手

写板。

文成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国栋介绍，2019年省里

开始试点“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文成投入

900万元用于扩面建设，为全县40所中小学校配齐

相关设施设备。“山区县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格

外需要抓住宝贵的‘弯道超车’机会，而‘互联网+’教

育就是这样的机会，让同步课堂、同步教研来搅活文

成教育这池春水。”2020年，文成又投入1160万元

建设了58个新型教学空间，实现“互联网+义务教

育”项目全覆盖，还推动公阳、平和、桂山等6所乡村

小规模学校与瑞安签订教育系统山海协作协议，以

点带面推动乡村薄弱学校发展提升。

眼界打开后，先进的教学方法也被乡村学校教

师们活学活用到日常教学过程中。民族小学就把校

园的设计权交到学生手中，让他们装扮理想中的校

园。“我们想把清风亭改造成受大家欢迎的学习空

间，还要体现畲乡特点。”钟烨烨等4名学生组成改

造小组，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师生对改造的要求与想

法，自主设计了改造方案，并按招投标要求编写了一

份“标书”。

“其实这源于我在语文课上布置的一个项目化

学习任务。”赵孟姬说，在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学生

要了解改造所需的材料、尺寸、成本等问题，这就涉

及数学知识，要讨论在清风亭种植哪些匍匐生长的

植物，又涉及科学知识。“小组合作学习、项目驱动学

习、跨学科学习等，我们的学生都不陌生，跟城里的

学生比，他们也毫不逊色。”而独具民族小学特色的

畲族小山哈系列课程也让“同步课堂”另一端的学生

艳羡不已。

每年在小学和幼儿园各投入50万元课改经费，

文成已经坚持了5年。“特别是对于城区学校来说，

受周边环境影响，几乎很难在物理空间上作拓展，只

能‘螺蛳壳里做道场’，从内涵与质量上抓提升。”胡

国栋说。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旁边就是当地最热闹的一

条步行街，屋稠人密，学校向外拓展困难。作为民乐

特色学校，实验二小有中阮、柳琴、扬琴、古筝、葫芦

丝等10余支民乐队伍，日常弹奏练习需要大量的功

能教室。为了满足学生多元兴趣培养的需要，实验

二小在“共享”上做起文章。开放所有功能教室、录

播教室乃至空闲时段的会议室，供师生拓展课、社团

活动所需；操场上也摆放了一批共享篮球、共享排球

等，供有需要的学生随时取用。

“虽然硬件上的投入有限，但这几年学校获得的

平台、机会和资源并不少，县教育局还将‘师生通’学

生评价系统的试点落在学校。”实验二小校长胡瑞链

表示，就在前不久，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的专家第二次来到该校，为教师们作教育信

息化主题培训与指导；跨地区教共体成员学校——宁

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也携手该校开展了“云上”口语

交际课例研讨活动。

像这样的智慧课堂、智慧教研将在文成越来

越多学校常态化开展，以未来课程、未来教师、未

来教室为主要内容的

“未来教育教学改革”

也已被写入该县“十四

五”教育发展规划。“我

们将锚定‘以文成人向

未来’，继续实施高水

平的前瞻谋划、高强度

的推进落实、高质量的

改革创新。”赵东平说。

在文成采访这天，下着不小

的雨，即便披了件外套，随着车越

往铜铃山镇开，就越能感受到凉

意。山高路远、村散人稀，山区孩

子的上学路属实有些艰辛。

半个多小时后，车子开到铜

铃山镇文化大礼堂，这里是8个孩

子的临时幼儿园，条件不可谓不

简陋。但好在崭新的幼儿园就在

附近不远处，时常去看一眼建设

进度，心里的底气就会更足一分。

村民郑爱萍带着外孙女提前

回到镇上，外孙女上幼儿园，她自己

应聘了保育阿姨。她说，以前外孙

女在县城读幼儿园，一个月光房租

就要600多元，现在就盼着幼儿园

能早点竣工。空气好、离家近、成本

低，这样的幼儿园不只是办在老百

姓家门口，也办到了他们心坎上。

作为山区县，文成的经济水

平与其投在教育上的大手笔其实

并不相称。自诩是“吃饭财政”，

文成人越是知道政府有难处，就

越是为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的决心

所震撼、所感动。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一任不够就一任接着一任

干，文成教育人骨子里多少是有

些愚公精神的，他们相信凭借持

之以恒的努力，总有一天可以搬

走挡在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前的

“大山”，让文成教育“无陇断”“路

朝天”。

所以优秀教师反向流动到村

校，给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只要勇敢抬起头，就能望见同一

片蓝天；所以政府财政优先投注

到村校，为村里办好学校、幼儿

园，只有把人留住了，才能把希望

和未来留住；所以文成教育人劲

往一处使，为山区县办大教育闯

出一条路，只有吃苦在前奋战在

先，才能办好教育办大教育。

敬告读者

本报即日起休刊，下期出版日期为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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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文成县铜铃山镇中心幼儿园的8名幼儿在临
时教学点举行升旗仪式。

文成县黄坦镇培头民族小
学学生在操场上蹴石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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