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彩的教学楼、崭新的教室、细心的老
师，而且离家还特别近，哇，这才是我喜欢的
校园，我期待的童年……”鼎城区永安小学三
年级学生李意在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
沉浸在兴奋中。 以前，她在离家稍远的一所小
学就读，教室里的学生多得进出门都要侧身。

永安小学校长陈慧告诉记者， 学校 2018
年 9 月才投入使用， 目前有 42 个班，2067 名
学生， 其中有大部分是像李意一样从附近的
两所小学分流过来的。 而因为时间紧、 任务
重，情况复杂，为了能让这批学生在新学期
告别大班额、顺利进入新校园就读，此前的
那个暑假， 很多人都默默付出了辛劳与智
慧：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局定期召开专题
议教会； 区教育局局长在开学前每天下午 5
点主持召开调度会；陈慧更是每天顶着烈日
、脚踩高跟鞋穿梭在工地上；全校近百名老师
连续加班几个晚上制定科学的分班方案，确
保公平公正……

教学楼、综合楼、食堂礼堂楼、田径塑胶
运动场、篮排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各类
功能室一应俱全， 永安小学无疑是一所标准
化、现代化的小学，但在就读的孩子和家长们
心中，这更是一所因温暖而美丽的学校。

化解大班额并非一蹴而就，永安小学也
并非鼎城区第一个为化解大班额而新建的
学校。

2016 年 9 月， 位于常德市江南城区红云
街道西站社区的江南小学就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 江南小学同样是一所政府出资的全日制
公办小学，资金投入约 1.3 亿元，办学规模为
48 个教学班，新增学位 2160 个，有效地化解
了附近花船庙小学、常沅小学的大班额难题。

平均班额 69 人， 最多的班达到了 70 多
人；教室的后门基本封死，学生活动空间十分
狭小；扩音器“小蜜蜂”成了老师上课的标配，
学生的作业必须打包回家加班才能批改完；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安全隐患更是让学校领
导提心吊胆……近年来， 鼎城城区的严家岗

小学一直饱受大班额、超大班额的困扰。
为了尽快化解这一困局，从政府到学校，

都投入了巨大的决心和精力。 首先由区政府
出面解决了用地问题， 再投入 500 万元新建
了一栋教学楼， 增加教室和功能室 14 间，学
位 630 个，学校大班额、功能室紧缺的问题得
以全部消除。 新教学楼建成后，区教育局对教
学楼附属工程投入 50 万元，功能室设施设备
采购 78.8万元，并对电脑室、实验室重新进行
装配，投入 20 万元对学校的水电进行升级改
造。 此外，学校领导班子也一直在协调关系、
跑手续、督促工程质量，并到周边学校自筹课
桌椅 140 套，确保了新教学楼在 2018 年秋季
开学顺利投入使用。

谈及新建教学楼给学校带来的变化，该
校副校长陈志敏感触颇深：“不仅是大班额

‘瘦身’了，还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课
堂秩序变好了， 老师们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办公室的环境改善了，接待家长和辅导学生
也有条件了， 真是让学校面貌和师生精神风
貌都焕然一新。 ”

除了新修、新建，鼎城区在化解大班额的
措施上还有不少创新之举， 整合区内资源促
分流就是其中之一。

城区武陵小学根据上级消除大班额的相

关文件精神，组织全体教师召开了专题会议，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武陵小学消除大班额
工作计划》，2018 年秋季入学时彻底消除本校
超大班额，2019 年秋季入学时彻底消除本校
大班额。 原五年级 6个班都是超大班额，本学
期拆分为 8 个班级， 共 404 名学生转移到闲
置的区一中东校区就读， 命名为武陵小学一
中校区。 为圆满完成小学阶段最后一年的教
学工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综合学校教师
的基本情况，本着各年级均衡发展的原则，学
校安排了 23名老师在一中校区任教。

为保证分校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学校校
务骨干在 8 月 22 日至 8 月 26 日就在分校区
进行了相关工作的安排： 室内室外的环境布
置、课桌椅调配、教师办公室整理等工作都合
理安排组织有序。 8 月 27 日至 8 月 31 日期
间， 原班主任将上级和学校的相关精神及分
班情况利用电话、微信、家访等方式和家长进
行了交流沟通。 正因为学校校务会和老师们
上下齐心、共同努力，让一中校区校园环境温
馨，开学工作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 鼎城区消除大班额的攻坚战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41 个超大班额
已全部消除，163 个大班额已消除 95 个，全区
所有学校已步入教学正轨。 学生期待的童年，
家长满意的学校， 社会满意的教育正在鼎城
区逐步实现。

举措三：盘活资源促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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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莉娜 通讯员 蔡辉武 彭三英

常德市鼎城区拥有一个辐射中南五省、名声响亮的桥南市场，这个市场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也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进
城务工人员多便成为了这个区的一个显著特征。 尤其是近两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增长迅速，
导致城区学位紧张。 为保障学生享受平等而优质的教育资源，按照国家省市政策要求，区委、区政府因地制宜，区教育局
多措并举，扩容分流，2018年秋季开学全面保障学生就近入学。

临澧：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优教”
本报记者 范莉娜 通讯员 江锋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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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城：加速扩容 保障教育均衡

举措一： 新建学校增学位

举措二： 扩容挖潜破难题

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依山傍水的临澧古城，自古以来就崇教兴学、人杰地灵，先后走出
过民主革命先驱林修梅、开国元勋林伯渠、文学巨匠丁玲等英雄豪杰和文化名人。时至今日，
从全市范围来看，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临澧县都居于末位，但在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上，却始
终站在第一方阵。 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临澧始终把“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作为民生工程来抓。在这里，乡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媲美，山区教育与城区教育齐
头并进，城乡孩子共同沐浴优质教育的阳光。

办好每一所百姓身边的学校

配好每一门学科教学的老师
育好每一个茁壮成长的孩子

武陵小学一中校区是盘活资源促分流的成功样本

新建的永安小学彻底告别了大班额

新安镇中心小学与两所村小的英语“专递课堂”
▲

如何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临澧县丁玲学校的“变身”过程最具说服力。

该校校长杨隆玉告诉记者， 原来的丁玲
学校既不是如今的位置， 也不是如今的“身
份”，“原来的校区是在城东，那里还有另一所
初中，集中了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如今在城
西异地新建，极大地方便了城西的孩子上学。
更重要的是， 原来的丁玲学校是一所民办性
质的中学，师资和生源可以在全县挑选，收费
也高，周边居民想进丁玲学校可谓一座难求，
老百姓因此意见很大。 ”鉴于此，临澧县委、县
政府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于 2014 年将学校转
为了公办，并于 2016年秋季实行划片招生。

近年来，临澧县始终坚持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投入并重的原则，着力教育攻坚，不断
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 近 3 年来， 累计投入
2.5 亿元，新建、改造校舍近 20 万平方米，铺
设 10所学校塑胶运动场 1.2 万平方米， 改造
薄弱学校 66所。

教育信息化，临澧县也走在了前面。 整体
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全县学校实现“校校
通”、中心小学以上学校“班班通”、教师“人人
通” 三个 100%， 组建 7 所网络联校， 全县
18000多名师生开辟网络学习空间，教育信息
化走向深度融合， 被评为省教育信息化试点
县，创造了“起步晚、发展快、校准高、运用好”
的信息化建设临澧样本。

记者在新安镇中心小学采访期间， 在多

媒体教室观摩了一堂特别的英语课： 除了坐
在教室内的该校六年级 4 班的 50 多名学生
外，还有新安镇沙堤、洞坪 2 所村小的 80 多
名六年级学生通过大屏幕同步在上相同内容
的英语课。 在短短 45 分钟的时间里，英语老
师带领 3 所学校的 130 多名一起朗读， 一起
做游戏，一起回答问题，互动高达 20来次。 新
安镇中心小学校长高志红告诉记者， 学校
2015年就新建了录播室， 利用网络将专递课
堂辐射到了周边的 4 所村小， 有效地解决了
周边农村小学英语、音乐、科学等学科教师短
缺的问题。

为了让教育的“阳光雨露”没有盲点， 临
澧县还大力倡导联校支教。 3年来，30多位县
级领导、100 多个县直部门为援建学校捐款
700 多万元，办理实事 100 多件，让 40 多所农
村学校旧貌换了新颜。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关键在师资均衡。

为缩小城乡师资差距，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临
澧县“量身定制”了《临澧
县 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6-2020年）》。

为落实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 积极拓展乡村教师补充

渠道，近 3 年，该县补充新教师 267
人，全部安排到农村学校。建立轮岗
交流机制， 县域内交流教师 948 人

次，城乡挂职交流 67名正副校长。
刻木山乡群玉小学的王金琼是县级骨干

教师，看到教师交流活动方案后，主动请缨到
和平小学任教， 承担起两个年级的数学教
学。 为了解决学生不爱学数学的问题，王老
师改变教学方法，坚持每节课用情境进行导
学，从而调动起学生的兴趣。 此外，她还特别
喜欢与同事分享教学经验。 她说：“来农村学
校交流， 让我有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在
这里，我感受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 ”

临澧县还以乡镇为单位，实行“走教制”，
选派中心校教师深入偏远学校任教短线学
科，以弥补偏远学校（教学点）英语、音乐、信
息技术等科目任课教师的短缺问题。

这些举措， 不仅确保了师资配置的均衡，
而且确保了农村孩子“学有优教”。

走访临澧县的学校可以发现， 从城区学
校到村小、教学点，几乎每所学校都是教师乐

教、学生善学，都有拿得出手的“绝活”，且校
校有特色。 原来，临澧县教育局始终按照“夯
实基础，打造特色，铸就品牌”的要求，以特色
办学打造品牌学校，鼓励学校培育、提炼、推
介学校办学特色，提升办学品位，用品牌引领
教育发展。 建成省级特色学校 41 所、市级特
色学校 59所。

在临澧，“书香校园”“艺术校园”“科技校
园”“阳光校园” 等不断涌现， 形成了一校一
品、特色鲜明的发展局面。 开设国学课程，组
织读书、演讲、征文、朗诵、书法等活动，校园
内书香弥漫；开展科技制作，参加科技创新大
赛，把科学的种子根植在学生心中；组织校园
文艺演出，舞蹈、器乐、歌唱、小品，校园充满
了迷人的艺术气息；丰富第二课堂，组织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 当小记者、 当交通安全宣传
员、做摄影师、做主持人、做充满爱心的人，让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
生活。

学生在书画、诗词、文艺、体育、艺术、科
技创新等领域舒展心灵， 张扬个性， 发展特
长，综合素质也跟着提高。 数据显示，2013 年
以来，该县学生在省内外体育、科技、文化、书
画、艺术比赛中，获国家、省、市级奖励 2000
余人次，省级以上集体奖励 50余次。

通过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临澧教育实现
了由局部高质量向全面高质量的跨越， 探索
出县域教育高位均衡、深层发展的最优路径。
现在的临澧县， 教育发展水平正由“学有所
教”向“学有优教”的更高目标迈进。

素质教育和特色教育是临澧教育发展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