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底，株
洲市天元区有义
务教育班级 802
个， 其中 56 人以
上大班额 100 个，
大 班 额 率 为
12.47% 。 截 止 到
2018 年 9 月，天元
区共有义务教育
班级 837 个，已消
除大班额 40 个，
剩 余 大 班 额 60
个，大班额率降至
7.40%。

大班额是怎么消除的？ 近两年，天元区净
增中小学生 7767 人，2018 年中小学生总数达
40285名。为确保每一个孩子有书读，天元区委
区政府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坚持做到城区扩容到哪里，新学校就建设到哪
里；老城区改造到哪里，学校就改扩建到哪里。
2年来，天元区调动一切教育资源，克服重重困
难，改造、扩容多所旧校，新建 4 所学校，新增
学位近 8000个。

2017 年 9 月，位于动力谷、毗邻万丰湖畔
的新马小学迎来了第一批新生。 新马小学总投
资 2.62 亿元， 设计办学规模为 60 个班， 提供
2700个学位。“我们属于外来务工人员，孩子能
在这么高大上的小学读书，我真的很高兴。 ”学
生家长吴先生原本有点担忧学校条件没有城
区学校好，这所高标准、高投入、高规格的新马
小学完全打消了吴先生的顾虑。 新马小学的落
成，有效缓解城区学生入学压力，解决当地百
姓、片区子弟入学难题。

和新马小学同期顺利竣工的还有尚格小
学。 尚格小学总建筑面积 21971 平方米， 办

学规模为 36 个
教学班， 首批
招生 600 多个
学生， 有效缓
解了银海小学、
白鹤小学等周
边学校的大班
额压力。

这 两 所 学
校的投入使用，
共新增 4320 个
学位，为周边适
龄儿童就近入
学提供了极大

方便，也有效缓解了片区公办学校学位紧张问
题。

今年 9月， 天元区王家坪小学的 2个大班
额被分流到凿石小学。 这所现代化的小学于金
秋开学，提供学位 1620 个，简欧风格的建筑赢
得不少家长“点赞”。 学校里的纳米触控智能黑
板独具特色， 黑板中间为智能触摸式平板电
脑，可以手写字、播放视频等。 此外，学校运动
场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人工草皮、塑胶跑道
都达到了欧盟标准。

金秋时节，市二中附中正式开学。 这所新
建的中学也是天元区破解大班额的生动体现。
该校设计规模为 48间教室， 可容纳 1100 余名
学生。 学校现有初一年级 14 个班，初二年级 8
个班。

新建学校是化解大班额的主要途径。 未
来，天元区还将新建二中附小、天易长鸿实验
学校、马家河学校、东湖学校等多所学校。 其中
二中附小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天易长鸿实验
学校作为一所非营利民办学校，拟于 2019年秋
季投入使用。

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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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走访 全面落实教育资助
2018年对于沔渡镇初三学生尹燕来说格

外不平凡。 不久前，她拿到了炎陵一中的录取
通知书，现在她正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享
受着快乐的高中生活。

尹燕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她能顺利
升学，得益于该校开展的“教师扶贫大走访”
活动。“我校每学期开展不少于 2 次的‘教师
扶贫大走访’，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庭进行
集中走访慰问。 ”沔渡镇中学校长罗晓宏告诉
记者，老师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全镇 200 多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只有 23 人读大专，43
人读普高职高， 教育程度低是贫困的重要原
因。 为此，该校要求每位教师结对帮扶一两名
建档立卡户贫困学生， 切实解决孩子们在学
习上、生活上的困难。

“今年 21 个参加中考的贫困生全部升入
普高或中职继续学习， 其中 9 名学生顺利考
入炎陵一中。 ”罗晓宏说。

“扶贫先扶智。 开展教师大走访，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智，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
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炎陵县教育局
局长说。 2017年开始， 该县教育局发动全县
千余名教师走村串户， 深入田间地头， 用爱
心铺就“扶贫路”， 用智慧筑起“脱贫桥”，
携手帮扶贫困户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他们
访真贫， 对全县 3 岁至 18 岁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享受资助、 就学保障等情况进行摸底、
公示、 汇总， 实行动态跟踪；讲实策，教师在
走访过程中宣讲资助政策， 让广大家长易于

理解教育扶贫惠民政策； 帮真困， 紧紧围绕
“应助尽助”的宗旨，全面落实“助、免、奖、贷、
补”各项学生资助。

截至目前， 全县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100%，确保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零辍学。

重点帮扶 关爱弱势群体
除了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进行帮扶，该

县还将残疾儿童、 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纳入
重点帮扶对象。

家住水口镇桃村陈家组的刘陈欢是智障
儿， 水口镇中学成立以校长赖政炎为组长的
10人帮扶队伍，每月对其进行上门送教。原本
不爱说话、表达能力差的刘陈欢，经过老师们
的悉心指导和关爱，性格变得开朗了，渐渐地
跟上了课程，今年已经顺利毕业。

另一边， 沔渡镇中学的送教上门也在进
行着。 曾艳红、叶黄勇、陈伟和曾诗思是重残
孩子，学校在孩子家中设立固定的黑板，老师
给孩子们带去精心制作的粉笔、练习本、玩具
等，还针对不同孩子的状况，制定一人一案，
教会他们简单的知识和生活常识， 培养他们
的基本生活能力。

“曾艳红快 14 岁了， 每次来例假都不知
所措，弄脏裤子被褥，奶奶急得直哭。 之后学
校每次送教， 都会安排女生辅导老师教她怎
么使用卫生用品。 ”在校长罗晓宏看来，“送教
上门送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党和政府对残
疾孩子的关爱， 我们只是这种大爱延伸的桥
梁。 ”

除了残疾儿童， 留守儿童也是不可忽略

的群体。
水口镇中学有近一半的学生是留守儿

童。“他们长期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缺少父
母直接的关爱，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心
理问题。 ” 校长赖政炎告诉记者，学校打造了
一个“知心屋”，学生们可以通过阅读相关心
理书籍，解决心理上的困惑；可以通过电脑，
和远方的家长视频，一解思念之苦；有心理问
题时， 还可以在沙盘室里接受专业老师的心
理疏导。

关爱留守儿童，互联网大有可为。“孩子
假期在干嘛？作业完成得如何？行为习惯培养
得好不好？ ……”记者打开水口镇小学的微课
程链接，学生在校情况一览无余。 据介绍，水
口镇小学充分利用网络， 将各项教育活动做
成微课程，打造“互联网 + 留守儿童”线上亲
子沟通空间，只要打开微信，点开链接，远在
天边的家长便能看到孩子在学校的一举一
动。

据悉， 炎陵县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占
比高达 20%。 为此，该县印发了《炎陵县留守
儿童教育关爱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开展“每
月给父母写信”“每月给父母打电话”“感恩父
母主题教育活动”等活动，为留守儿童编织美
好的未来。

通过“千名教师扶贫大走访”活动，该县
夯实了控辍保学责任， 实现了贫困家庭子女
和残疾儿童的入学保障。 2015~2017 年，全县
适龄三类残疾儿童（智残、体残、肢残）入学率
分别为 100%、100%、98.7%， 全县没有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因贫失学。

炎陵：让每个孩子都出彩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谭新立

“强区必先重教，重教必先重
师。 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
教的良好风尚。 ”株洲市石峰区委
书记张建勇在 2018 年教育工作暨
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如是说。

近年来，石峰区委、区政府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办人民满
意教育为宗旨，以建设教育强区为
己任，打造教师幸福工程，提升教
育品质，成绩斐然。

提升教师幸福感， 政策需先
行。 2017 年 6 月，石峰区制定出台
《石峰区提升教育软实力的六条政
策》（简称“教育六条”），即“不断扩
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全面推行教
研员聘任制”“适度提高骨干教师
待遇”“大力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努力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校长是学校工作的领导者、指
挥者和组织者，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 2017 年下半年，该区实
行校长、副校长聘任制和学校中层
干部竞聘制， 重新聘任校长 14名、
副校长 25 名， 任命专职副书记 10
名，精减 12个校级管理岗位。 出台
《石峰区中小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办
法》，按“管理目标”和“质量目标”

对校长进行考核， 发放 150 万元用
于奖励，既给学校“加压力”，更给干
部“加动力”。

有一流的教师， 才有一流的教
育。自“教育六条”实施以来，全区引
进 23 名县级以上学科带头人和骨
干教师， 公开招考 47 名优秀教师。
该区还出台《石峰区骨干教师评选
办法》， 评选出 267 名区级骨干教
师。 根据“市级学科带头人评选办
法”， 评选了 20 名株洲市第七届中
小幼学科带头人。

同时，按 50%的增幅比例，提高
本届市级学科带头人津贴， 全面增
加中小学校班主任补贴， 落实区级
骨干教师待遇。 2017至 2018年，该
区发放市级学科带头人津贴 28.5
万元， 增发班主任津贴 72.5 万元，
落实骨干教师待遇 173 万元， 激发
了广大教师“学骨干，做骨干”的热
情， 形成了教师积极向上的良性竞
争。

为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石峰区
委区政府下大力气为学校“减负”，
重塑快乐课堂，回归教学本真，教学
质量进一步提升。

自秋季开学以来， 石峰区不少
学校反映， 本学期检查评比活动只
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卫生防疫和
党建工作等常规检查， 相比以往大
为减少。据悉，区教育局对组织的检
查评比工作进行了精简、整合。检查
评比活动的减少，使校园里变得“更
安静了”，也让老师们的工作“更纯
粹了”。

校园安静下来了， 学习氛围越
来越浓厚。 各科目教研组开展集体
备课、组本教研、岗位练兵，学校之
间开展优秀教师示范课教学交流，
老师之间相互探讨，同频共振，碰撞
出更多思想火花。

石
峰
区
：
“教
师
幸
福
工
程
”提
升
教
育
品
质

通
讯
员
关
妤

天元区：提速学校建设破解大班额
通讯员 曾雅

炎陵县地处湖南东南部，属重点扶贫开发县。近年来，该县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造

血”功能，把教育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围绕精准资助和控辍保学两大重点，出

实招，下实功，成绩卓著。 2018 年 8 月，湖南省政府批复同意炎陵县脱贫摘帽。

新建的凿石小学提供学位 1620 个。

老师们集体备课，精研教学。

2017 年开始，炎陵县开展“千名教师扶贫大走访”，为贫困学生和残疾儿童带去知识与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