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华大学的大一新生邱崇臻毕业于洞
口县创新实验学校。 记者了解到，他的家庭
条件虽然不好，但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甚至
考入大学，他都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学业受
阻。从学校到国家，每年的奖学金、助学金资
助他一路完成学业， 最终考入理想的大学，
实现人生梦想，他希望“将来能够用所学建
设家乡，回报帮助过他的人”。

邵阳并不是富裕地区，但当地把“不让
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扶
贫工程办成了民生工程、 更办成了民心工
程。 2018年上学期，全市高中（含中职）助学

金、免学费与学前幼儿入园补助三项，共资
助学生（幼儿）16.42 万人次，资助金额 1.58
亿元，空前的教育扶贫力度让更多贫困学子
圆梦。

9 月的开学典礼上，邵阳市茶元头小学
的学生唱起校歌：“资江河畔， 百里茶元，有
我成长温馨的摇篮，溪水潺潺，鱼儿欢跳，春
风化雨，桃李芬芳，令人神往。 ”

茶元头学校校长余亮介绍， 最近几年
来，市区两级投资将近一千万元，为学校新
建了教学楼和少年宫，少年宫的艺术实践工
作坊，是学生们最爱的地方。手工课上，学生

们跟着李鹦老师从学校附近的河滩捡来形
态各异的鹅卵石，用彩色颜料在石头上绘制
图案，拼贴成各式各样的鹅卵石画，装点教
室外的走廊，鹅卵石画课程也成为学校的特
色课程。校长余亮将这个“创造美”的过程拍
成小视频，上传到网络，记录下了师生成长
的点滴。

好的教育，要让学生和老师享有幸福感
和获得感，在邵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肖玉叶看来，人民群众满意、师生幸福就是
最好的民生答卷。 几年前，邵阳市的孩子挤
着去大城市读书，但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
孩子回到邵阳，家长们把孩子的未来交给邵
阳教育，是信任，更是肯定。

助力梦想，交出民生幸福答卷4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它不仅关乎
国家发展大计，更关乎百姓切身利益，教育
政策措施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千家万户，更
连接着民生福祉。

湖南邵阳市，湘中重镇。 资江邵水串起
了 8 县 1 市 3 区，风雨沧桑，在新时代的新
征程上，邵阳步履铿锵，成绩斐然。

近年来，邵阳市回应民生关切，筑牢民
生之基：推动教育扶贫攻坚，确保人人有学
上； 积极化解大班额， 力促人人都能上好
学；细心织就安全防护网，呵护学生健康快
乐成长……教育发展给力，830 万邵阳儿女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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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
拉齐人生“起跑线”

2018年新学年伊始， 来自邵阳市市直及双
清、大祥、北塔三区的 18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初中毕业生，受到当地中考政策的倾斜“照顾”，
进入邵阳市第一中学、邵阳市第二中学就读。

受益于此，昭陵中学的粟文婷、邵阳市第十
六中学的王雨轩、 大祥区第一中学的陈思思在
中考中获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贫困生单列指
标，升入邵阳市第一中学、邵阳市第二中学等名
校接受优质的高中教育。

“贫困家庭的孩子起点低，和家庭环境优越
的孩子比起来，他们的成长更为艰辛。 ”邵阳市
教育局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刘毅介
绍，邵阳市在湖南省率先对进入高中相应批次
录取控制线的贫困生做到应招尽招，按县域内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计划的 2%招收落选
的建档立卡贫困生，目的在于“为贫困家庭的
孩子降低升学门槛，为他们拉齐人生的‘起跑
线’”。

统计数据显示， 邵阳市所辖 8 县 1 市 3 区
中，有 8 县市属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现
有各类贫困学生 29.97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家
庭贫困学生 18.59万人，占在校生的 13.53%。

脱贫攻坚，教育一马当先。 邵阳市教育局党
委书记、 局长肖玉叶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
以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为重点， 以发展教育和
强化保障为基础， 以资助输血和扶智造血为手
段，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过去几
年，邵阳市通过确保精准资助全覆盖、无遗漏，
补齐资助政策天窗，加强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一系列
措施，力争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

资助政策强力兜底的同时， 邵阳市启动学
校建设“马达”：2008 年至 2016 年，邵阳市完成
1220所合格学校建设， 全市完全小学以上学校
全部达到合格学校标准；自 2017 年起，邵阳市
全面启动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建设。 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在邵阳，无论是学生人数上千的九
年一贯制农村学校， 还是只有几十人的农村教
学点， 校容校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学校成了
当地最美的地方”。

9 月初，正值中小学校开学。 邵阳市教
育局派出 6路工作组， 对全市中小学校的开
学工作进行全面走访检查，各地各校“消除超
大班额”的情况，成为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

在邵阳市第六中学，初三年级新开设了
3 个班。 暑期放假前，学校召集初二年级学
生、家长，邀请公证处公证员及市民，共同见
证了一次“摇号分班”。 校长张艳丽介绍，按
照全市“消除超大班额”统一要求，秋季开
学，学校初三年级有近 200 名学生需要重新
组班。 为了保证分流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学校用“摇号”来决定哪些学生需要分流，分

流到哪个班。
“阳光、透明的分班过程让家长、学生都

心服口服，我们为新增的 3 个班配齐了经验
丰富的骨干教师，提前对学生进行团队心理
辅导，现在孩子们已经亲如一家了。 ”

邵阳市消除大班额任务重， 难度大。
2018年春季开学摸底，邵阳市超大班额占比
高出全省平均近 12 个百分点， 根据湖南省
教育厅要求，今年邵阳全市必须减少超大班
额班级 2555个。

源头治理， 是消除大班额的治本之策。
邵阳市从规范招生着手， 以市城区为例，

2018 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于 6 月下旬提前
启动，倒排时间表，遵循“相对就近、划片、免
试入学”的基本原则，报名登记、核实审查、
公示录取等程序有条不紊，把大班额消灭在
了“萌芽阶段”。

与此同时，邵阳市通过新建设、改扩建、
整合办学资源、校内校际分流等途径，增加
办学容量。 今年秋季，邵阳市第一中学新校
区主体工程建设完工，计划完成投资 6.2 亿
元、新增学位 6000个。 新邵县、新宁县、城步
苗族自治县、洞口县等贫困地区 4 所芙蓉学
校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计划完成投资 4 亿
元、新增学位 6480个。 2018年，邵阳全市累
计投入资金 32 亿元，新增学位 93695 个，新
增教师 4369人。其中，新建项目面积 83.1万
平方米，增加学位 44835 个；改扩建项目面
积 20.4 万平方米，增加学位 30500 个；整合
资源增加学位 18360个。

截至 9 月 3 日，邵阳市实际消除义务教
育超大班额 3868 个，超额完成 2018 年全年
任务 1313 个。 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明君
感慨：“为了化解大班额， 让教室不再拥挤，
我们狠抓薄弱学校改造，过去条件不太好的
学校，现在教室整洁、功能室齐全、运动场地
舒适，开学检查中，以前的薄弱学校面貌一
新，招生顺利，令人高兴。 ”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刘春联 邓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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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班额，从“有学上”到“上好学”2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孩子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
母的心。

邵阳市是湖南人口最多的市，每天全市
有 1400 余台校车穿梭往返、近 60 万学生在
校就餐， 每年全市有 7 大国考、1 大省考、2
大市考，让体量如此之大的教育系统安全平
稳运行，考验着主管部门的管理智慧。

如何守护学生的安全？北塔区田江小学
校长颜锐锐介绍，田江小学的 110 多名学生
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资江从学校旁边绕过，
存在一定隐患。 颜锐锐说，虽然学校学生不
多、离校不远，但孩子的安全不容忽视。在学
校，交通安全警示、防溺水告示、疏散路线图
等标识随处可见。 学校的课表中，每天放学
前的 5分钟都安排了“安全教育课”，老师们
还通过家长微信群发布安全提醒，引导家长
时时绷紧安全之弦。

和邵阳市大多数学校一样，9月 4日，新

邵县陈家坊镇黄山坪学校新学期的第一次升
旗仪式上，校长敖文娜就给全校师生上了“安
全第一课”。 长期以来，邵阳市要求各学校根
据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与此同时，
将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进入课堂，实
行学科渗透，做到“有教材、有计划、有课时、
有教师、有检查。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学校食堂
卫不卫生，食品安不安全，直接影响学生的
身体健康。 邵阳市坚持从小处着手，从每个
环节抓起，推动学校食堂卫生安全工作精细
化。 该市要求把好人员上岗培训关，把好食
品采购关，把好食品贮存、留样关，把好食品
加工、餐具消毒关，让美味、营养、安全的食
品为学生提供成长“正能量”。

安全是一切幸福之源， 就在秋季开学
前， 邵阳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与公安、交
警、食药等部门，重点对校园治安、基础设施

设备、宿舍、食堂、道路交通、校车、周边环境
等进行了专项整治；并协调公安警力，在学
校周边巡逻防控，加强安全治理。

开学前夕，邵阳市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选派法制辅导员 657人，开展法制教育 289
次，组织安全疏散演练 101次，全市上下从日
常细节开始，为学生织密织牢了安全之网。

呵护成长，织密安全防护网3

校园足球运动在邵阳市第六中学蓬勃发展

建设中的邵阳市第一中学新校区

资江学校举行消防演习

田江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