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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 56

涟源市禁毒之声唱响校园

新增标准班额班级 105 个 学位 5000 个

桑植“开良方”化解大班额
本报讯 （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周桂
玉 王友裕）2017 年秋季，桑植思源实验学
校靓装起航， 环保课桌椅、65 寸教学一体
机、电脑室、音乐室、智能网络广播系统等
一应俱全； 多功能餐厅、400 千瓦自备电
源、86 套教师公租房等舒适实用； 塑胶田
径场、硅 PU 风雨篮球场、乒乓球场等应有
尽有。 据悉，这座总投资达 1.8 亿元，占地
81.88 亩， 拥有 3000 个学位的新学校是该
县为城区大班额“瘦身”开出的一剂“良
药”。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
涌向县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问题
日益突出。 记者从桑植县教育局获悉，
2016 年秋季该县城区小学平均班额 74.6
人，初中 70.6 人，大班额高达 96.1％。 中小

学缺少总学位 8634 个，其中小学缺少学位
6857 个，初中缺少学位 1777 个。 随之而来
的问题也日益严峻：师生之间交流相对减
少，教室拥挤不堪，空气质量下降，学生近
视眼越来越多， 化解大班额难题迫在眉
睫。
为此，桑植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开
出大班额“瘦身”良方：出台《桑植县城区
学校布局调整方案》，按照“高中向城区集
中、初中向片区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村
小适当保留”的思路，科学合理调整学校
布局，合理配置城区学校生源，从源头上
杜绝大班额；制定《桑植县城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转学插班学生暂行规定》， 按就
近入学原则，科学划定招生范围，严把转
学入口关，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阶段转学规

长沙高新区教育团队
赴“三区”慰问支教教师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詹 垚）11 月 27 日
至 30 日，长沙高新区党工委委员、人大政协联络办
主任江从平、高新区教育局局长罗和平带领高新区
教育团队，前往龙山县、城步苗族自治县等地慰问
高新区支教教师， 并与对口支教学校进行深入交
流，进一步促进支教工作有效开展。
“在苗乡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生活还习惯
么？”“
乡亲们满意我们老师的工作吗？”慰问团成员
走进对口支援的学校， 详细了解教师们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情况，并为教师们送去慰问金。据了解，今
年秋季高新区共派出 9 位骨干教师外出支教，其中
冯未迟被派往西藏山南第三中学，袁隆魏被派往龙
山县支教，剩下的 7 位教师均驻守在城步苗族自治
县。
“你们派来的老师特别专业、敬业，做事非常细
致认真，先进的教学理念、观点、技能，让我们这里
的老师获益匪浅。 不仅我们的老师、孩子们喜欢支
教的老师，家长们也特别喜欢。 ”龙山县、城步苗族
自治县教育局负责人对 9 位支教教师表示衷心的
感谢。 据了解，支教教师到来后，各校改观很大。 吴
思兰还被委以重任代表城步苗族自治县参加邵阳
市的语文赛课，并且一举夺得第一名。
一直以来，高新区积极落实湖南省、长沙市关
于支持湖南省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以下简称“
三区”）学校建设，推动“三区”教育均衡
发展，自 2014 年以来共派出 34 名骨干教师，前往
龙山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怀化市等地进行定点支
教，并以支教教师为纽带，为三区学校源源不断输
送优质教育资源、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
江从平表示，下一步，除了派骨干教师支教、定
期送教外，高新区还将创新支教方式，充分运用信
息化手段，让支教学校同步共享高新区所有优质教
育资源，毫不保留支持该校发展。

岩口镇 300 余教师
签订廉洁从教承诺书
本报讯 （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曾仲鸣 陈文）近
日，隆回县岩口镇 21 所中小学、公立幼儿园召开廉
洁从教专项治理推进会，重点整治违规征订教辅材
料等行为。
全镇 300 余名教师认真学习廉洁从教思想内
涵，明确行为规范，坚守师德底线，并现场签订《隆
回县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廉洁从教承诺书》。
据悉，在廉洁从教整治中，岩口镇主要针对违
规征订教辅材料、违规收费补课、侵占学生伙食费、
索取各种回扣、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拿出整治措施，
强化责任担当；要求每位校长、教师对照《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隆回县中小学教师行为规范》
《隆回县教育教学事故处理办法》等进行自审自查，
预防和制止违法乱纪事件的发生。

定，确保转学工作公平公正。
为引导农村孩子就近入学，减轻城区
学校压力， 该县统一城乡教师编制标准，
坚持“退一补一”的原则，加强薄弱学校教
师队伍建设，将特岗教师、定向培养、自主
招聘的教师首先安排到农村学校； 同时，
加快农村学校建设步伐，改善农村中小学
办学条件。据统计，近年来，该县 50 多所省
合格学校先后建成，1200 多名新聘年轻教
师到农村学校任教。
截至目前，该县共计投资 2.3 亿元，扩
建、改建澧源镇第二小学、桑植县十一学
校，新建思源实验学校，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班额班级由去年的 10 个 增 加 至
115 个， 增加学位近 5000 个， 大班额由
96.1%下降至 60%。

炎陵教师赛
“
教育故事”

近日，炎陵县“我的教育故事”朗诵比赛暨教育家成长书院活动在明德小学
举行。
参加活动的全体教师以年级组为单位，讲述“我的教育故事”，集体朗诵《教
育之歌》。 其中，《成长路上，爱在随行》《学生自尊伤不起》等教育故事道出了教
育的真谛，《点燃一盏心灯》《我骄傲，我是一名教师》等诗歌朗诵燃起了教师们
的教育激情。
唐红卫 杨爱香 摄影报道

岳塘区着力提升师生传染病防控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华 谭立辉 李银
霞)冬春，是传染疾病高发季节。 为了提高
学生对传染病知识的认识， 增强自我防
范意识， 湘潭市岳塘区各学校全面部署
传染病防控工作。
11 月 29 日，湘纺中学全体教职员工
学习结核病的种类、 疫情发展情况以及
学校学生结核病容易聚集发生的原因、
症状、发现办法、治疗途径、预防措施等；
12 月 1 日， 湘机小学教育集团全校学生
学习冬春季节流行的水痘、腮腺炎、手足
口病、 流行性感冒等常见的呼吸道传染
病的成因、 传播途径、 防治知识；12 月 1

日， 钢三教育集团和平校区对学校进行
彻底消毒，并利用黑板报、广播、橱窗、国
旗下的讲话、主题班会等宣传阵地，向师
生和家长宣传了卫生知识和注意事项。
据了解，近年来，岳塘区各学校始终
坚持将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每
学期至少两次面对全校师生进行健康教
育，普及健康知识；认真落实每日的“晨
午检” 制度与教室及公共区每日消毒的
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有效遏制病源传播，积极并
努力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安全
防护墙。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平 彭小丁）为进一步
加大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高青少年学
生识毒、防毒、拒毒能力，12 月 3 日，涟源市举行
“
禁毒之声·唱响校园”决赛。
此次合唱比赛共有来自该市的 10 所学校代
表队用各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演唱禁毒歌曲
《我想》，同时以朗诵、快板、舞蹈、小品、课本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配合演出。 涟源市第二小学穿插的
课本剧，把深受毒品之害的一家人演绎得淋漓尽
致，“老奶奶”出场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比赛还插入禁毒知识抢答环节，师生们争先恐后
地举手答题，现场气氛活跃。
据悉，此次活动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历经
歌曲学唱、初赛海选、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环
节，累计达 50 余万人次参与，是事关下一代健康
成长的一次有深远意义的活动。

鼎城区以赛促训
助班主任成长
本报讯(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彭三英)为进一
步加强班主任校际学习交流，以赛促训，引导班
主任科学管理班级， 营造好的班风、 校风，11 月
29 日，常德市鼎城区第二届中小学班主任技能大
赛小学组决赛在江南小学举行，10 位选手分别从
治班策略展示、主题班会说课、案例分析及模拟
家长会发言 4 个方面进行了展示。
在治班策略展示中，王家铺小学教师熊璇的
汉字总动员，既复习了当天所学汉字，又起到了
练字的作用；蔡家岗镇中学教师麻小娟为了培养
学生的阅读兴趣，她每天晚上到学生宿舍给学生
讲绘本读故事；江南小学老师赵娟注重引导学生
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充满期待，准备多
样化的礼物，并用手写信件与学生交流，为了培
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她一周用一个关键词编儿
歌，让学生用主题管理自己。 淮阳小学老师王碧
琼每周五下午开设家长课堂，让家长与孩子一起
成长，并以《弟子规》为师，将经典的教诲融入生
活。 武陵小学教师高颖注重学生能力与责任的培
养，要求班级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让学生相
互提醒。 常沅小学教师吴岚，让学生做一个大气
大度大方、有情有义有价值的社会人，他注重发
挥学校与家庭的合力，共同培养优秀的学生……
此次比赛是对班主任专业素质的大展示和
大检阅，体现了班主任的精神风貌，也对促进班
主任专业化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临武中小学生
拒乘“三无车”
本报讯（通讯员 唐碧华 史琳菲）12 月 1 日，
临武县中小学“拒乘三无车辆， 安全出行我做
主！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启动仪式暨“
全国交通安
全日”活动在临武县第五完全小学举行，临武县
交警大队、教育局及该县 100 多名中小学、幼儿
园分管安全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学生家长参加了
此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临武县交警队宣讲团结合身边
的交通事故案例，从认识交通安全标志、如何做
一名交通安全小卫士等方面，教育大家牢记交通
安全，文明出行。
活动现场， 临武县第五完全小学 1500 余名
学生在“拒绝危险交通行为，文明出行安全上下
学”的红色横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临武
县交警大队也走进各班深入宣传交通安全相关
知识，同时向该校赠送了 500 多册交通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读本。

郴州启动“
好习惯·赢一生”教育公益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张贵付）日前，由郴州
市民办教育学会、 郴州养正教育集团等单
位承办的“好习惯·赢一生”家庭文化教育
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在郴州市养正幼儿园
举行。
“好习惯·赢一生” 家庭文化教育公益
项目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社会服务品牌
项目，这次率先在郴州市民办学校试点。 该

项目是以培养儿童做人、做事、学习、生活
等良好习惯为主旨，融合社会各界资源，积
极开展公益教育培训，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和家庭和谐幸福。
在启动仪式上， 郴州养正教育集团董
事长张先宝向家长阐述“早期教育花一公
斤的气力 = 后期教育花一吨的气力” 的教
育观点， 说明幼儿期是培养良好习惯的重

要阶段， 他就“幼儿阶段要培养哪些好习
惯、怎样培养好习惯”等问题，结合幼儿园
家长生活中常见的案例分析， 以风趣幽默
的交流形式， 将家长们带入生活中的一个
个具体情境中， 深入浅出地理解和学习怎
样培养幼儿的好习惯。
据统计，这次启动仪式，共有 400 多个
家庭儿童参与引导教育，间接受益上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