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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10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黄燕华 何永刚

“城乡学校一样美丽、城乡教师一样敬业、城乡课堂一样活跃、城乡学生一样可
爱”，这是近日记者在邵阳市北塔区多所学校采访时的感受。 近年来，北塔区以“四个一
样”推进教育均衡发展，2016年被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授予“教育强区”称号，在邵阳
市率先被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授予“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称号。

素有北塔区“黄土高坡”之称、贫瘠、偏远
的沐山村，却有一所“邵阳市绿色环保学校”
———六十苗圃希望小学。 这里有标准的篮球
场、50米直跑道、水冲式厕所，校舍内外墙、门
窗翻新，拥有“班班通”网络教室及标准式钢
木课桌，校园安全电子监控探头全覆盖。

北塔区的农村学校基本上像六十苗圃希
望小学一样美丽、洁净、平安。 该区区委书记
仇珂静在 2018 年 3 月专题审议《北塔区教育
均衡发展固本强基三年行动计划》 会上决策
说：“兴办教育是一种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 让全区孩子共享有较高质量的教育资
源。 ”为此，北塔区采取全力落实教育保障投
入机制、 建立健全区直部门联系帮扶学校机
制、向上争取经费、招商引资、爱心企业人士
捐款等措施改善办学条件。

据统计，北塔区自 2013 年在全市率先完
成了 8 所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任务之
后，不断加大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力度。 该区投
入 1100 万元新建田江小学、 茶元头小学，投
入 1400 万元新建高撑幼儿园、 陈家桥幼儿
园， 投入 700 万元新建茶元头中学及陈家桥
学校的教师周转房， 投入 400 万元新建陈家

桥学校的食堂，投
入 700 万元对六十
苗圃希望小学等多

所农村学校进行提质改造。

“自从有了‘班班通’，上课好方便，学生
们好快乐， 不少家长将孩子从其他市区学校
转回来了。 ”协鑫阳光小学校长王春梅介绍。
农村学校的课程与城区学校的录播教室实时
连接，让城乡孩子同上一堂课成为现实。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根教鞭，一只粉笔，
一块黑板，一本书，是北塔区乡村学校教学模
式的常态。 北塔区先后投入 1000 万元，在全
区 17 所中小学校全面实施教育信息化“三通
两平台”建设。 全区所有学校接入光纤网络，
建成交互式“班班通”网络教室 185间。

北塔区教科局负责人介绍， 该区加大教
师培训，重金“送出去”———组织 120 余名课
改骨干教师外出学习考察课改经验，近 80 余
名教师参加国培；重金“请进来”———6 次聘请
全国著名课改专家讲座、上示范课；重金“建
平台”———大力加强“领信教育空间”建设与
管理，给各校拨付 2 万至 5 万元的教研经费，

“研”优秀课例，“晒”活力课堂，上传信息，分
享资源，探讨疑难，交流经验。

“付老师来了，付老师来了……”9 月 7 日
上午， 陈家桥乡双树小学的学生们像小鸟一

样向校门口飞奔过去， 围在音乐老师付晓宇
的身边。付老师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原来是
该区教科局建立了小学音、体、美专任教师巡
回授课制度和教学资源共享制度， 付晓宇是
陈家桥乡中心小学的专职音乐教师， 到所在
乡各村小“走教”，每周一校一天，每天上 2 至
3节音乐课。

近几年来，北塔区将招聘的 110 名教师、
定向委培的 20 名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
任教，这一举措令城区学校的校长羡慕不已：
“我们区里最年轻、 最有发展潜力的老师，都
在偏远农村的教学一线。 ”

“铃声一响，我的心就飞了起来，下象棋、
练书法，真是太有意思了。 ”高撑小学五年级
学生曾伟高兴地说。 早在 2009 年，北塔区便
成立了青少年活动中心；2011 年，该区先后创
办高撑小学、协鑫阳光小学、茶元头小学等 7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和城市孩子一样，这里的
孩子们也有了一片快乐成长的天地。

协鑫阳光小学少年宫依照一室多用、一
地多用原则，对教学设备设施进行有效整合，
设有开放式漂流书屋、 舞蹈室、 音乐室等 13
个活动室。 2015年，北塔小学少年宫被认定为
“省三星少年宫”；2017 年 12 月， 偏远的利江
乔梁希望小学刘雨烟同学参加中国科学院大
学培训中心主办的 2017 年冬季创客运动会

“初级创意挑战”赛，荣获一等奖。
好习惯伴人一生。 2012年以来，北塔区各

学校深入开展“学习、礼仪、卫生、安全行为”
四大良好习惯养成教育。 实行习惯养成督导
检查工作常态化，一月一评比通报，在区教育
网站公布，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年终评比
评选表彰。 全区各学校将学生习惯养成教育
贯彻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融合于全市创建国
家级卫生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及丰富多
彩的校园专题活动中。 春风化雨，让农村孩子
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变得更好。

农村学校是连接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
桥梁， 也是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和乡土文明的
重要阵地，北塔教育人不忘初心，知行奋进，
助力乡村学校孩子梦飞翔。

薄改后的邓元泰镇中学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向国仕 张二健

北塔区：助力乡村学校孩子梦飞翔

茶元头小学少年宫

协鑫阳光小学手工课程

读家门口美丽学校
上城区学校有趣课堂

享乡村少年宫快乐童年

9月 6日下午，武冈市邓元泰镇中学的运
动场上，一支女子足球队正在绿茵场上驰骋。
不久前， 她们以邵阳市足球赛女子组第一名
的头衔参加全省角逐，获得了全省第四名。

就在两年前， 对于一所办学条件薄弱的
农村学校来说， 这样的场景还是一种奢望。
“煤灰填埋的跑道尘土飞扬；教室里，木制桌
椅经岁月洗礼早已破旧不堪；简陋的食堂，孩
子们只能端着碗站着吃……” 说起学校以前
的境况，校长潘用江记忆犹新。

如今的邓元泰镇中学面貌大升级： 学校
投入近 2000 万元进行全面改造，新建了教学
楼、综合楼、食堂和 300 米跑道的运动场，修
建了带卫生间的学生宿舍、教师公租房，师生
的学习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潘用江欣喜
地告诉记者，“2013 年以前在校学生人数不足
200人，今年秋季开学，学生人数增至 634 人，
再也不愁生源了。 ”

这所农村学校的蜕变， 得益于近年来武
冈市全面推行的新一轮薄弱学校改造工程，
简称“新薄改”。 据悉，武冈市委、市政府围绕
建设“湘西南科教中心”和“教育强市”的总体
部署，先后制定出台了《武冈市新一轮薄弱学
校改造 2015—2017 年规划》《武冈市义务教
育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2018—2020 年）实施
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实施教育提升工程。 截
至目前，该市已投入“新薄改”资金 5.6 亿元，

完成征地 330 余亩， 覆盖全
市 163 所薄弱学校， 增加校
舍面积 11.6万平方米， 消除
超大班额 411 个，惠及 11 万
余名学生。
高站位 大投入 提升硬件

武冈市是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县级市，经济基础薄弱，

导致教育投入欠账较多， 全市学校普遍存在
教学场地破旧、 配套设施不齐、 运动场地缺
乏、活动阵地不足等。 据调查，全市 163 所农
村学校中，按要求配备物理、化学、生物实验
室、仪器室、音体美室、电脑室、多媒体室、劳
技室等的学校仅有 13所，占 8%。

针对教育基础条件差的严峻形势， 武冈
市于 2015 年在全省率先启动“新薄改”，拿出
5.6亿元对 163所薄弱学校进行提质改造。 该
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顾问、 市长为指挥长
的建设指挥部，坚持“四统一”（即统一标准、
统一政策、统一建设、统一指挥）和“四步走”
（即学校规划设计—教科局评定把关—乡镇
组织建设—指挥部监管）统筹推进。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 学位不足就建学
校，场地不够就增场地，功能不齐就补功能，
硬件不行就提硬件，软件不行就补软件，全方
位进行改造。 ”武冈市教科局局长邓联军说。

新东中心小学教学楼里， 近 300 平米的
阅览室刚刚竣工， 一个星期后，39000 多册图
书将摆放在这里，供孩子们阅读。

“阅览室属于开放式，空间大，可同时容
纳 110 人左右； 藏书多， 学生人均将持书 20
本。 ”在新东中心小学校长肖胜看来，让学生
自由自在地看书是他最开心的事。 该校还将
阅读纳入课程，每周开设一堂课，由老师带领
学生阅读，促进师生共同进步。

新东中心小学是“新薄改”的典型。 截至
目前，该校增加校舍面积 24583 平方米，除了
靠近大门的一栋老教学楼还未拆除外， 红色
外墙的现代教学楼、综合楼、食堂以及高标准
塑胶运动场已于今秋投入使用，阅览室、图书
室、 多功能报告厅正静待学生光临。 校园虽
小，但“五脏”俱全，帮助孩子们更舒适、更健
康、更快乐地读书成长。

行走在武冈各学校，随处可见“新薄改”
的痕迹。 2015 年至 2017 年， 武冈市完成维
修改造项目 1000 余个， 新建校舍及运动场
300 余个， 其中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项目
230 个。

改旧校 建新校 消大班额
9月 1 日是武冈市各学校开学的日子，武

冈三中的学生尹宣来到思源实验学校报到，
从本学期开始， 她的学籍正式从武冈三中转
入思源实验学校， 而她所在的班级人数已从
原来的 80多人减少至 50人。

和尹宣一同转学的，还有武冈三中的 900
多名学生。 据悉，武冈三中是超大班额的重灾
区，最大班额 107 人，最小班额也多达 87 人，
这次分流后， 最大班额人数减少至 65 人，最
小班额人数减少至 55 人， 超大班额已成历
史。

记者从武冈市教科局获
悉，至 2018 年春季，武冈市
城区 19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有 781 个班级，学生 53356
人， 其中小学最大班额 92
人，初中最大班额 104 人，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411 个，占
城区班级总数的 52.62％；56
人以上大班额共 601 个，占
比 76.95％。

武冈市把消除超大班额作为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工程来抓， 进行改旧
校， 建新校， 全面加强城区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 该市投入 2亿元新建思源实验学校，2018
年秋季已投入使用，增加学位 4560 个；投入
6.8 亿元新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武冈实验中
学，预计 2020 年秋季开班招生，将增加学位
3000个。

记者欣慰地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新东中
心小学改扩建旧教学楼，增加学位 650 个；利
用原武冈师范校址新开办的武冈市实验中
学，新增学位 1100 个；利用教师进修学校原
校址整合为实验小学竹山校区，新增学位 900
个；红光小学整合都梁校区 11 间教室，增加
学位 550 个； 法相岩小学整合春光小学为法
相岩小学春光校区， 新增学位 150 个……搭
乘“新薄改”东风，武冈市现已全部消除 411
个 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

如今，农村娃可以回归田野，在家门口即
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城里的孩子也不必拥
挤在超大班额里， 成天担心学习成绩。 在武
冈，处处可见漂亮的校园、崭新的教学楼、装
备齐全的功能室， 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灿烂笑
容，是对“新薄改”的最好诠释。

新建的思源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