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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09

张家界教育：三十而立再出发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吴志锋

2018 年，是张家界建市 30 周年，也 是 张 家 界 教 育 强 市 建 设 加
快推进之年， 回望过去， 张家界教育经历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
革：着力化解义务教育大班额，为学生的自由成长提供了充足的空
间；落实各项扶贫 助 学 政 策 ，帮 助 贫 困 学 子 全 学 段 无 障 碍 就 读 ；创
新教育教学模式，让山里孩子在求知的路上获得快乐……
三十而立再出发，张家界教育摆脱了大班额的束缚，冲破了贫
困的掣肘，大胆改革、轻装上阵，写出了教育发展的奋进之笔——
—

1 化解大班额，

2 助学成体系，为成才扫清障碍

还教育自由空间
张家界因旅游建市，雄奇的风光吸引了海内
外游客慕名而来。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张家界的城区面积、人口不断增加，涌入城区的
学生人数随之增多，教育的压力也因此增大。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年初， 张家界市共有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01 所，其中，大班额（每班 56
人及以上）学校 95 所，大班额班级数 1254 个，大
班额超额人数 10060 人，超大班额（每班 66 人及
以上）班数 321 个，超大班额人数 3728 人。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们已于今年秋季开
学，提前化解了所有超大班额，大班额化解任务
也在逐步推进之中。 ”张家界市教育局局长彭发
勇介绍，今年以来，张家界市通过科学规划城乡
学校布局、切实保障城镇学校建设、有序扩大城
镇学校学位供给、 全面统筹城乡师资队伍配置、
努力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深化学校招生制度
改革等措施，持续推进消除大班额工作。
10 月 22 日记者采访时，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正在举行“迎校庆、诵经典”活动，这所建校已有
80 年历史的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2017 年搬
—位于常张高速公路
迁到了今天所在的位置——
出口处、南临澧水河、西近张家界市城区的新校
区，这座占地 320 余亩、投资 5.6 亿元的新学校
软硬件设施一流，可容纳 5000 名学生就读。
就在离新一中 5 公里之外的一中老校区，张
家界国光实验学校的 3000 余名初中生已经坐进
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张家界市第一中学整体搬迁
后，当地教育部门将学校老校区的校舍资源全部
整合到国光实验学校，增加了 3200 个学位，化解
了国光实验学校教学场地不够、学位紧张的燃眉
之急。
据了解，今年秋季，张家界市新建的北门小
学、民族小学、崇文学校、崇实北校、金海实验学
校、慈利县铄武学校等学校已经投入使用。 全市
计划于 2018 年至 2020 年新增加学位 2.9 万余
个，其中，新建学校增加学位 2.2 万余个、改扩建
学校增加学位 4000 余个。
“现在，学校开家长会、搞活动，我们这些家
长终于可以进教室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了。 ”张家
界市永定区澧滨小学的家长周女士告诉记者，今
年秋季开学，该校的 21 个超大班额已经消失，原
本拥挤的教室变得宽敞多了，学校举行家长开放
日活动， 教室里不再是黑压压一大片小脑袋，做
家长的心里也舒坦了。
消失的大班额解放了学生， 也解放了老师。
在桑植县澧源镇一小， 上学期的 57 个超大班额
已经全部化解，校长向佐鑫告诉记者，大班额意
味着更多的学生需要辅导， 更多的作业需要批
改，更多的班级日常工作需要处理……虽然每一
项都是不起眼的小事， 但一点一点压在老师肩
上，让他们倍感压力。随着大班额的逐一化解，老
师“
上课靠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紧皱的眉
头也舒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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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张家界市第一中学新校区鸟瞰图。
①张家界市民族中学学生运动会现场。
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学校的小朋友展示手工作品。
③张家界市中小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节目展演。

如果说张家界市义务教育阶段
大班额的成功化解，为孩子们解开了
成长的束缚；那么，当地的贫困学生
资助体系，则为山里娃娃扫清了求学
路上的经济障碍， 帮助他们实现了
“
全学段无障碍就读”。
不久前，张家界市民族中学的龚
攀成了山东大学的大一新生， 高中
时，他因为一次意外颈部受伤，好几
年都戴着颈托上学， 加上母亲去世、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完成高中学业于
他而言是一件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事。
但龚攀没有放弃自己，学校和社
会也没有放弃他，他凭着过人的毅力
坚持学习，与此同时，国家、省、市、区
各级助学政策和来自社会的爱心成
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从张家界市教育局了解到，
为了补齐现行各项国家学生资助政
策的“
天窗”， 提高贫困学生资助力
度，加强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
乡低保户子女的就读保障工作，张家
界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地方资助政
策，由教育部门牵头实施“
精准扶贫·
阳光助学”保障工程。 针对不同学段
的学生，在落实国家现有助学政策的
基础上， 市财政每年为每人再补助
500 至 1500 元，贫困大学新生每人一
次性给予 3000 至 5000 元入学资助。
张家界市的教育扶贫让每一个贫
困家庭的孩子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以学生实际支出为例， 张家界市的一
名普通高中生一年支出约为 1 至 1.2

3 开放创新，给教育增添动力
秋天的武陵源景色格外秀丽，趁着课外
实践的机会，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学校的学
生们沿着金鞭溪溯流而上，一边观察山里各
色各样的植物，一边捡拾景区的垃圾。 该校
校长孙卫东告诉记者，学校就在武陵源核心
景区，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景区开展课外活
动和志愿者活动。
孙卫东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孩子
们不仅可以从大自然里学到知识、 增长见
识，还可以通过志愿者活动培养起主人翁意
识和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
张家界市位于武陵山区，但张家界的教
育并没有囿于张家界的一方小天地。 在张家
界市教育局局长彭发勇看来，好的教育应该
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出张家界。
近年来， 张家界市先后与韩国河东郡、
美国圣塔菲市、日本鸣门市、安道尔公国卡

尼略市等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城市之
间的友好互动，给了张家界学生与国外学生
交流的机会，也给了张家界教育与国外教育
切磋的机会。
就在不久之前，韩国河东郡青少年文化
交流代表团来到张家界市民族中学访问，两
校学生亲切交流，分享学习、生活体会。 张家
界市民族中学校长代名良感慨：“我们的学
生自信地向外国学生推介张家界的美丽风
光、民族风情；外国学生则向我们展示了他
们的综合素质，为我们的教育教学提供了许
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做法。 ”
交流交往的最终目的是回归课堂、回归
校园，实现教育的良性循环。 张家界市扎根
本土文化，2013 年以来， 坚持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活动，15 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学校成了地方舞蹈、地方歌曲的传承主阵

万元（含 学 费 、书 本 费 、寄 宿 费 、生 活
费、校服费、交通费等），享受
“精准扶
贫·阳光助学”等政策后，一名普通高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一年可享
受 6000 元左右减免（含学费、课本费、
普高助学金、“阳光助学”金）；一名职
业高中学生一年支出约为 8000 元，整
阳
合国家各项资助政策和张家界市“
光助学”保障后，每年可获得 6000 元
左右资助。
“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就更
不用为读不起书发愁了”， 张家界市
教育局局长彭发勇介绍，这类学生每
年必要支出仅 3500 元左右， 他们在
享受营养餐及生活补助费的基础上
再覆盖 1000 元“
阳光助学”金，“家庭
几乎不用承担费用”。
据了解，为了保障“阳光助学”工
程顺利实施，张家界市、区县两级政
府积极统筹资金，2016 年共统筹安排
专项资金 5100 余万元， 资助学生 4
万余人次；2017 年统筹安排 4500 余
万元，资助学生 3.6 万余人次。
扶贫先扶智，2016 年起， 张家界
市在桑植县首次实施“
初中起点专科
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扶贫培
养计划”，首批 50 名学生已经在长沙
师范学校就读。 2017 年，张家界市
“
公
费定向扶贫计划”扩大到 200 名。 经
过五年的学习之后，这些学生将走上
张家界的教师工作岗位，“教育—培
训—就业”的精准扶贫模式，成为斩
断穷根最有力的武器。

地，传承项目涵盖桑植民歌、土家阳戏、花灯
戏、摆手舞、土家器乐、土家武术等内容，张
家界市组织选编和出版了适合中小学生演
唱的歌曲集《绿色的歌谣》，收录了 20 首桑
植民歌、44 首经典中外歌曲、44 首校园歌
曲，启动了“班班有歌声，人人唱好歌”活动，
做到了锻炼和传承的完美结合。
张家界市的教育教学改革也未曾止步：
永定区试点探索出崇实南校“三段式”“四段
五步”等教学新模式，武陵源区“三阶段六步
骤”的教学模式已初见成效，慈利县金慈实
验小学探索出“两导四练”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桑植县“研课磨课七步法”在全省被推介。
根植本土、开放创新，近年来，张家界教
育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教育普及水平超过全
省平均值；高考成绩一年上一个台阶，从以前
的末位进入到全省第一方阵； 素质教育扎实
推进，不仅中小学生讲文明、讲礼貌，而且带
动家庭、辐射社会，文明礼貌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