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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汆溪小学校门右侧， 张贴着责任
督学挂牌督导公示牌， 上面明确记录了督学
邹中国的姓名、 联系电话以及挂牌督导责任
学校、督导事项、工作方式等。

自 2012 年以来，邹中国作为挂牌督导为
学校保驾护航，工作深入、细致、有成效。 6 年
的时间，学校的变化老师、家长有目共睹：老
旧教学楼翻新改造、 泥巴运动场变身水泥操
场、功能用房一应俱全、厕所规划改造升级、
引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星子灯、 打造高效
课堂并研究“三化”实验课题（细化知识、优化
训练、强化能力）……

责任督学不是管事的“婆婆”，而是指导的
“师傅”。 这是汆溪小学校长、老师们的共同心
声。 有问题，第一时间找督导。 前几年，时任校
长欧阳孝军一直为学校硬件设施改善的问题
发愁。有一天晚上 10点，欧阳孝军拨通邹中国
的电话，与他探讨如何申请划拨教育用地，“必
须要合理估算几年内的学生增长数，并根据学
生数量预估教学用房、功能用房以及场外活动
场地等需求。”邹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
就此事如何落实讨论了足足四十分钟。

像欧阳孝军这样深夜打电话“聊天”的情

况数不胜数， 邹中国笑言：“就怕校长们打电
话，一打电话基本都是遇到麻烦了。”6年的时
间，邹中国与校长们都建立了手足之情。

目前，在醴陵市，像邹中国一样的责任督
学有 40名，均为专职编制，平均每个片区 8名
专职人员，每人挂牌督导 5到 6所学校。 责任
督学要深入学校，采取随机听课、查阅资料、专
题调研、总结点评等方式对学校管理、教学教
研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指导， 将学校管理、规
划建设、教育教学、教师培训、特色发展等纳入
工作视野，为校际交流搭建好的平台。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2年 9 月，时任南桥中学责任督学谭应生，
组织并参与了全体教师的一次大家访，还组织
了主题为“我是家庭小帮手”的问卷调查。统计
结果显示，作为一所农村初级中学，绝大多数
的学生厌恶农民职业， 不懂农业生产常识，不
愿意参加生产劳动，农村课改出路在哪里呢？

谭应生和学校领导一起， 通过反复思索
研究， 决定创建劳动实践基地， 实行“班田
制”，以班级为单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种
菜、除草、搭菜棚支架等，学习如何判别辣椒
的成熟度，如何用正确的方法采摘茄子，学生

的体会是：虽然累，虽然脏，但他们感受到了
劳动后的快乐。 劳动场景甚至多次出现在学
生作文描述中。 东片区督学们解读南桥中学

“学生劳动实践活动基地”， 认为值得借鉴推
广，2013 年 4 月 13 日， 全片中小学校到该校
现场参观学习。 2013 年 7 月，南桥中学以 93
分的高分通过了湖南省农村中学劳动实践场
所建设合格单位验收。

像这样的典型、特色学校，东片责任督学
区的展板上图文展示了不少。“责任督学都有
着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邹中国说，督学不
仅仅要挖掘亮点、典型，发现问题也要立即进
行沟通并解决：青年教师教授《爬山虎的脚》，
25个问题内化了教材却没有内化学生， 寄宿
生卫生情况有待提高……

近几年， 醴陵市 5 个督学责任区推介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创新成果 50 多个，指
导 267 所中小学、303 所幼儿园改进设计行政
管理、教学教研管理、安全卫生管理等多方面
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东片督学责任区组长彭红星，原来在北片
区任职，今年 8月轮岗到东片区。 醴陵市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何铁山告诉记者， 醴陵

市对责任督学实行动态管理， 督学考核有进
有出。 6年来，有 8 位责任督学赴学校任校长
一职。 2018年，原南片区主管教研的业务组长
周木爱任茶山中学校长， 原东片区组长林清
国任左权中心校校长。 而官庄中心学校校长
程林芝任北片区组长， 左权中心校校长张小
刚任南片区组长。

谈及实行动态管理的初衷，何铁山表示，
责任督学在一个片区呆久了， 跟片区学校校
长、老师都很熟了，在年度考核时，可能会出
现“卖人情”的不公正现象。

据了解，责任督学享有督查权利，同时也
被“督查”，醴陵市教育督学室制定了《醴陵市
片区督学责任区考核细则》，以平时考察和年
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对督学责任区进行全
面量化考核。 同时，督导室定期召集片区局管
干部、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及有关学校教师
对责任督学进行满意度评价， 并把测评分作
为年终考核责任督学的参考指标。 通过层层
考核，责任督学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

目前， 醴陵市督学责任区及挂牌督导在制
度设计、队伍建设、工作保障、效果运用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醴陵市将进一步加大创新步伐， 充分发挥责任
区功能，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作为百年名校，每到招生季，东北街一小
生源爆满，今年上半年，该校拥有超大班额 28
个，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学效果和
公共安全。今秋开学时，该校一二年级班额 55
人以下，三年级及以上年级班额均在 65 人以
下，四年级最大班额由 82人缩减至 62人。

这些都得益于攸县县委、 县政府对该校
实施的改扩建工程。

2018年 5月，攸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在东
北街一小现场办公，决定新建一栋综合楼，教
学班增加到 36个。

9月 28日，在攸县东北街一小校园内，伴
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 该校拆旧建新工程正
稳步进行中。

在新建教学楼过渡期间，东北街一小拆分
为 3个教学点。租用明阳学校小学部教学楼安
置一二三年级 16个班； 借用东山学校安置四
五年级 9个班； 将本校区各功能室改为教室，
安置六年级 4个班。为租用明阳学校和改造东
山学校，攸县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先后 6次现场
办公， 决定以 58万元租赁明阳学校基础用房
和设施设备，投入近 50万元改造东山学校。

通过改扩建、提质扩容等工程，城区 8 所

学校增加有效学位 4890 个，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江桥小学改扩建增加 1620 个学位；
东北街小学扩建增加 630 个学位； 交通路小
学和联星小学改扩建，增加 540 个学位；江桥
中学投入使用，增加 2100个学位。

今年， 攸县义务教育学校的校长们都不
再“失联”。根据《2018年度攸县城区公办义务
教育招生、转学实施方案》，义务教育招生工
作严格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规范招
生，严格报名审核。 该方案在攸县电视台、攸
县公众信息网、攸县门户网和“攸州教育”微
信公众号上发布， 让广大市民和家长充分知
晓招生政策和动态。

交通路小学校长罗树忠告诉记者：“今年
由学校自行招录学生改为统一集中录取。 只
要符合政策，上网报名就能上学。 招生公开透
明，保证了学生上学机会均等。 ”

通过专业的招生报名审核系统，2018 年
所有招录学生都要经历网上报名—资格初
审—复审—终审—逐门逐户上门调查， 上门
调查环节最为琐碎，教育局、学校工作人员组
成的 9个小组，20多天不间断上门审核。

据统计，今年共有 4811 名学生在系统中

报名，初审未通过的有 755 名，复审未通过的
有 288名。

规范的招生制度有效控制了新生年级的
班额， 但其他年级学生分流工作阻力也不小。
工业路小学留守儿童较多，爷爷奶奶大多不愿
意倾听政策讲解，“再加上学校周边托管托教
机构多，为了利益，他们会劝说家长不要去分
流的学校。”工业路小学校长罗忠诚表示，破解
这个难题，街道办出了不少力。据了解，江桥街
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牵头， 召集村支部书记、村
长一起联动，16名村支部书记走家串户，介绍
大班额的影响，并主动带领家长到新学校了解
一流的办学条件、优质的师资力量等，为家长
吃下“定心丸”；同时，他们走进托管机构反复
沟通，为学生分流减少阻力。 这一场拉锯战从
7月 1号开始，持续了 2个月的时间。

2018年 2月，攸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新设
立优质公办初中江桥中学， 在原化机技校的
设施设备基础上提质扩容。 但因前期的交接
问题， 直到 8 月 13 日才正式动工，17 天的时
间改扩建一栋教学楼、2栋宿舍，老师着急，学
生家长催促。 彼时，正值招生季节，该校副校
长唐飞飞的电话响个不停， 从震林中学原招

生区域分流至此的学生家长急着询问学校的
师资力量如何？ 教学条件如何？ 家长们的疑
问，她都一一耐心解答，并请家长们放心，学
校有信心为每一个学生的美好未来奠基。

17 天时间， 江桥中学 12 间教室墙壁由
黑变白，黑板、现代化的一体化教学机镶嵌完
成。 学生家长李先生每天都来建设现场转一
圈，眼见学校的变化，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秋季开学，522名学生如期开启新的学习
旅程。

江桥小学的学生家长刘先生也是学校变
化的见证者，他还曾受邀晚上 12 点跟随校长
刘湘华一起查看工地建设情况。 学校一草一
木的种植，一砖一瓦的变动，老师也会上传相
关视频至微信群， 分享给家长们。 刘湘华表
示，家长们的口口相传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家
长有信心了，他的办校信心更足。

家长孙先生有两所学校可选择， 但他看
中了江桥小学有 7 名市级学科带头人， 以及
统一招考的 35 名乡镇优秀老师。 开学一个
月， 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让他不后悔当初
的选择。

……
就这样，攸县今年的招生、分流工作平稳

度过。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李晓岚

咬定青山不放松
———攸县破解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工作纪实

走进攸县江桥小学，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学生餐厅和标准化操场，多媒体电教室、科学实验
室、图书阅览室等专用场所一应俱全。 校长刘湘华向记者介绍，学校经过 2 年改扩建，于 2018 年 9 月投入使用，现有
1937名学生，较去年增加 1500余名学生。

因江桥小学改扩建，工业路小学分流 820 名学生到此，稳妥为大班额消肿，改变了学生“上”讲台的尴尬局面，“现
在班额完全符合要求，学生们可以安心学习了。 ”工业路小学校长罗忠诚感慨道。

由此可以窥见攸县城区中小学大班额化解的成效。 接受采访的攸县教育局分管副局长曾亚飞告诉记者， 今秋开
学，攸县义务教育学校超大班额 137个均已消除；大班额 293个已化解 215个，大班额率控制在 4.5%左右。 同时，全县
今年没有新增一个大班额。 这份数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努力？ 记者前往探究。

新建江桥小学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邓绍生

醴陵：专职督学解难题

教育督导的“醴陵模式”被人熟知，近 20个省区、300多批次教育督导纷纷慕名前来交流学习。
醴陵市的督学责任区改革于 2012年推行，按照地域分布设立了东、南、西、北和城区 5 个片区督学责任区，

每个责任区选派专职督学，并有独立的办公楼、办公经费、财务账目和严格的制度。 专职督学服务学校，指导工
作，推介典型，解决难题，在这些具体的工作中发生了不少故事。

借地办学，为新增学位开路

联合街道办，为分流阻力减压

家长自然监督，为新校增添信心

不是“婆婆”，是指导“师傅”

“沉”下去，抓典型解难题

轮岗督导，强化服务意识

片区工作点评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