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向孝军）2018 年
12 月 27 日， 怀化市洪江区影剧院灯
光璀璨，座无虚席，全区首届中小学
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在此举行。
此次比赛的主题是“诵中华经典，建
书香校园”，分四个组别比赛。 经过激
烈角逐，评选出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9
个，并现场颁奖。

近年来，洪江区教育局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文化立
校，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开展了国学经典、研学旅行、传统艺
术、民俗文化等活动，创建“怀化市优
秀传统文化特色学校”， 让学生在继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接受
熏陶和提升修养，树立正确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全力打造洪江区“精致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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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陆鑫）随着城镇化
步伐加快， 临湘城区人口不断增多，教
育呈现出城中学校人满为患，农村学校
门前冷落的景象。 临近期末，坐在宽敞
教室里读书的临湘市一完小学生小李
对 2017 年入读一年级的场景记忆深刻，
他告诉笔者：“那时候我们班上有 79 个
同学，教室里都是人。 而 2018 年新入学
的一年级学生班级只有 45 个人， 好羡
慕呢。 ”

“孩子身高相对比较高， 以前坐
在后排， 一眼望去都是黑压压的脑袋，
想看清黑板上的板书、 听清老师说的
话， 孩子要伸长脖子左右移动。” 临湘
六中的学生家长深有感触。 据悉， 临
湘六中搬迁至临湘一中老校区前， 该
校平均班额超过 80 人， 最多的班额多
达 95 人。

几年前大班额现象是临湘市打造
教育强市品牌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啃

下这块“硬骨头”？ 临湘市教体局立下了
消除大班额的“军令状”。 一场化解大班
额行动在临湘如火如萘地铺展开来。

2013 年 4 月， 临湘市成立教育调
研工作组， 深入该市各学校、 市直相关
单位及汨罗、 华容、 平江、 云溪等兄弟
县（市区） 了解教育发展情况， 并实事
求是地形成《临湘教育发展现状调查报
告》。 一个月后， 召开专题议教常委会
议， 会上形成科学规划教育布局、 整合
教育资源等决议……近 5 年来， 临湘市
共投入 5 亿资金， 分别建立岳阳市级一
流的高中、 初中和小学学校， 并完成城
区布局调整、 建立教育投入和教师队伍
补员长效机制， 构建教育均衡发展。 根
据决议， 临湘市教体局先后将城郊结合
部的 3 所乡镇初中学校纳入市直学校招
生范围， 改建为市直第三中学、 第四中
学、 第八中学； 将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
3 所村级小学改建或原址重建为市直第

五完小、 第六完小、 第七完小； 通过临
湘一中搬迁至新校区， 完成了临湘六
中、 临湘市一完小的校园整体置换。 通
过这些布局调整后， 城区 7 所市直小学
新增学位 3000 多个， 临湘一中新校区
可容纳 5000 多名学生就读和住宿。与此
同时，该市 2018 年还新建市第八、第九
2 所完小，改建职高北院为市第九中学，
并积极推进教体新城项目建设， 该项目
总投资 12.8 亿元，拟新建 7 所学校及配
套附属设施。 据悉，该项目全面建成后，
预计可新增学位 14100 个， 将有效解决
该市“大班额”问题。

此外， 该市还根据教育均衡发展需
要，完成了 8 所农村学校改扩建工作，促
进了乡镇教育振兴。 通过以上教育资源
优化， 该市原有 295 个超大班额已全部
化解， 湖南省教育厅下达的化解超大班
额 232 个任务提前完成 ， 完成率为
127.2%。

本报讯 (通讯员 寻全兴)“老师，
我们的恐龙皮偶终于做成了!” 近日，
在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白鹭湖村儿
童之家内，10 余名留守儿童在湘潭市
非遗文化皮影戏老师的指导下，做成
了小皮偶，拿着亲手做的皮偶，他们
十分高兴。 这个场面，反映出来的是
该区关爱留守儿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雨湖区把关爱保护“留
守儿童” 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构
建起家庭、政府职能部门及群团组织
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三位一体”的工
作体系。 目前，在全区建立了三级关
爱保护网络平台，12 个乡镇 (街道)分
别配备了儿童督导员、109 个村(社区)
全部明确了儿童专干，关爱网络覆盖
城乡。 该区还积极推行“四个一批”精
准关爱保护，与 200 余名留守儿童家
庭签订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
书，确保留守儿童得到家庭的照顾。

雨湖区：
密织关爱网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杨莉）
寒冬季节，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第二小
学一行 6 人冒着严寒，来到麻阳苗族
自治县大桥江小学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 大同二小的老师带来了两堂示范
课，给大桥小学的孩子们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课堂世界，带着他们在里面尽

情遨游，在愉悦快乐中学到知识。“专
家老师的授课方式让我们大开眼界，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多种教学手段的
运用让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激发了孩
子们的学习兴趣， 活跃了课堂气氛，
我受益匪浅。 ”听课后，大桥江小学的
舒宜斌老师深有感慨。

麻阳：长长帮扶路 绵绵手足情

洪江区：诵经典
建书香校园

2018 年 12 月 29 日，壹基金“温暖包”发放仪式在衡阳县岘山镇檀山完小举
行，50 名困难家庭的孩子从衡阳市小红人志愿者手中接过装满爱心礼物的 “温
暖包”。 据了解，2018 年，壹基金“温暖包”在衡阳共募集了 760 个温暖包，这些温
暖包已陆续送到衡阳地区 13 所乡村小学 760 个贫困孩子手中。

包迎宾 摄影报道

用爱温暖寒冬中的孩子

本报讯（通讯员 周孟皎 郭长君）
1 月 4 日， 桂东县教育局召开 2018 年
度考核工作会议。 教育局领导班子成
员，各中小学校、县幼儿园、校外活动中
心负责人等 121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桂东县教育局局长代表班子成员作了
工作报告，报告从实施“四个回归” (校
长回归课堂、教学回归教材、老师回归
家访、师生回归情谊)等方面汇报了教
育局完成目标任务情况。 据悉，桂东县
教育系统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以
实施“四个回归”为抓手，攻坚克难，有
力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2018 年 12 月，桂东县承办了全省教育
科研扶贫工作推进会并在会上作典型
发言，该县“践行四个回归公平和质量
一个也不能少”经验向全省推广。

桂东：“四个回归”
亮剑年度大考

本报讯（通讯员 陈琴）近日，永兴
县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全县“智慧教育”
项目进行验收。 专家们认真听取了建
设单位、 承建公司和监理单位的项目
汇报，审查了项目相关文档资料，观看
了“智慧教育”综合平台的软件系统演
示， 并分组到项目建设学校实地审定
硬件设备。经过质询和讨论，专家组合

议后一致同意“永兴县‘智慧教育’项
目”通过验收。

“智慧教育”项目的建成将助力永
兴县教育新征程———打造全县师生资
源共享、协同教育、教学创新的服务平
台，教育教学管理、家校沟通、信息共
享的综合平台，以及安全校园、智慧校
园、数字校园的融合平台。

永兴：“智慧教育”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伍璐璐）1 月 4
日，由株洲市教育局主办、株州市荷塘
区教育局承办的“新思想、新领域、新
方法” 班主任工作论坛在荷塘区文化
路小学顺利召开。 在这次论坛中，专
家、名班主任云集，他们用先进的育人
理念和鲜活的实践经验为大家指引了
班级管理和班主任专业成长之路。

论坛结束后， 文化路小学余慧江
老师表示：“在这次班主任论坛学习中
受益良多， 在今后的班主任工作中一
定要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育人能力、管
理能力、协调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和幸福成长。 ”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近
年来株洲市研究、 探索德育工作的路
径及模式， 也分享了全市中小学的德
育经验及成果， 为进一步促进全市班
主任专业素养及德育建设的整体提升
奠定了基础。

荷塘区：
引领班主任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文海艳）2018 年
12 月 28 日，安仁县关工委、安仁县教
育局联合举办安仁县第一届“最美孝
心少年”表彰活动。 郴州市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市关工委副主任李熙平
出席活动并讲话。

表彰活动上表彰了侯晔淇、李逸
涵等 12 名“最美孝心少年” 和肖茹
婷、段益城等 12 名“最美孝心少年”
提名奖获得者。 据了解，这 24 名孝心
少年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学校，
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但他们却有
一个共同点———“孝心敬老， 仁爱礼
善”，他们勇于担当、奋发向上、心存
感恩、乐于奉献的优良品格，为全县
青少年树立了良好榜样。

安仁：孝心敬老
仁爱礼善

临湘：清零“大班额”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