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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武冈：魅力教师让教育更“美丽”
“建设魅力教师，是武冈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新尝试，五年过去，如今武冈魅力教师遍地开花，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 ”在谈及“魅力教师”建设时，武冈市教科所所长曹孝宏动情地说。
2013 年 10 月，武冈市教育局申报的课题《教师魅力形成的方法、途径研究》正式在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

办立项成功，拉开了武冈市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序幕。 随着课题研究及一系列配套计划的稳步推进，总课题下
申报 77 个子课题，课题组参与教师 3000 余人，武冈市完成了师资力量建设的大跨越。

见习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张二健

大祥区：城区学位供给“三重奏”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唐小龙 唐伟巍

� � 大祥区作为邵阳市的老城区，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集中，面临着
诸多尴尬：一方面，它承担了市区义务教育的大部分学位压力，消除
大班额工作任务在全市三区最为繁重；另一方面，存在大班额的学校
多位于中心城区，周边多是居民楼，改扩建的空间十分有限，不得不
超负荷承载老城区的入学需求，“大校”“大班”应势而生。

如何化解此困境？ 近年来，大祥区委、区政府主要通过扩容、合并、购买
三种方式，全面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增加学位有效供给。

老校挖潜，就地消化超额生源
“旧貌换新颜”“翻天覆地”，樟树小

学校长刘忠诚用寥寥数语道出了学校
变化之大。

樟树小学原只有一栋教学楼，且年
久失修，门窗破旧、墙壁斑驳，学校里只
有一条铺了砂石的小路。 近两年，大祥
区政府投资约 1500 万元对学校进行提
质改扩建，翻新了旧的教学楼，还新建
了一栋教学楼、运动场，并对校园裸露的
土地进行了硬化和绿化。 经过悉心打造
后的樟树小学，焕然一新，生源从最开始
的 200 多人到现在的 800 多人， 辐射两
个社区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

樟树小学的学位建设属于适度超
前，刘忠诚自豪地说：“在目前的办学条
件下， 樟树小学还可以增办 9 个班，还
有近 400 个学位余额，将大大缓和城区
学位供需矛盾。 ”

樟树小学在学位建设上还发挥了
一个巨大的作用———2018 年秋季学期，
大祥区第一实验小学整体周转安置在
樟树小学翻新了的旧教学楼里。

大祥区投入 3000 余万元在该区第
一实验小学原址上重建了两栋五层的教
学楼，让该校大班额彻底得到了解决。

收购改造，分流城区超额学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祥区学

生入学需求加大，已非单纯依靠老校扩
容所能解决，新学校建设势在必行。 大
祥区属于老城区，没有场地建学校怎么
办？ 大祥区做出了一个决定———收购由
湖南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华夏公司”）投资建设的一所标准化寄
宿制学校。

为了收购这所学校，大祥区委、区政
府与华夏公司打了一场持久的“价格战”。

2016 年 10 月， 华夏方圆学校收购
小组成立以来，在邵阳市委、市政府和大
祥区四大家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工
作小组与华夏公司进行了 20 余轮磋商，
于 2018 年 6 月达成协议， 最终以 3496
万元的价格收购。随后，大祥区财政又投
入 900 多万元对该校进行提质改造。

“收购后的学校只有一个空架子，
毛坯房，泥土地；现在学校完全不一样
了，全区的教育信息化中心、校车监控
平台都建在我们学校……”走在“回”字
形结构的教学楼里，华夏方圆学校校长

周秋平向记者介绍了学校的发展现状。
2018 年 9 月开学，华夏方圆学校接

收大祥区内分流学生 1100 多名， 共 20
个班。

合并办学，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
“六岭校区现有学生 800 多人，在

激活自身办学活力的同时，有效化解了
三八亭小学学位不足的压力。 ”三八亭
小学校长龙卫东向记者介绍。

三八亭小学与六岭小学只相隔一
条马路，2017 年以前， 学生人数却相差
甚远。 六岭小学只有 300 多学生，生源
明显不足；三八亭小学有 2000 多人，大
班额甚至超大班额严重。

这种局面怎么破？ 大祥区教育人探
索消除大班额的新路径———将两校合
并， 实行传统名校与薄弱学校一体化办
学，将三八亭小学的一、二年级共计 800余
名学生放在了六岭校区。 为了改善办学条
件，2018年大祥区委、区政府拿出 80多万
元对六岭校区进行了提质改造，并计划将

该校区东移扩建，目前已启动拆迁工作。
城区学校就学压力大，在农村却是

另一番景象，有些农村小学甚至出现了
“空城”现象。

檀江中心小学是一所有 200 多学生
的农村学校，一幢全新装修的四层教学
楼在小山村里显得格外耀眼，生源流失
是学校以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现在，
学校的硬件、师资均有了提升，今年秋
季，该校生源趋于稳定。

办人民满意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大祥区教育人一直在行动。 据
统计，2014 年以来， 大祥区加大教育投
入，累计投入教育项目建设资金近 3 亿
元，共新增学位 4000 余个。 2018 年，大
祥区 12 所存在超大班额的学校均顺利
完成了分流任务，共消除超大班额班级
230 个；2019 年， 该区消除大班额班级
116 个，大班额占比由 2017 年的 58%下
降至 23%。 目前，该区正抓紧推进总投
资 1.7 亿元的滑石小学、雨溪中心完小、
大祥第一中学扩改建、西苑小学新建和
桔园小学、 曙光小学异地重建项目，共
新增学位 4820 个， 确保 2020 年基本消
除大班额班级。

教育反思让教师形成魅力
地处湘西南的武冈市是个名副其实

的人口大市，近些年，随着武冈教育改革
的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建设、大班额、教
育信息化等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但武冈
人民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却越来越高。

“魅力教师建设，我们首先将调查与
反思作为启动课题研究的金钥匙。 ”曹孝
宏告诉记者，“教育反思是教师魅力修炼
最根本的方法， 通过反思， 认识自身不
足，才能让自己更好地进步。 ”

湾头镇泉塘中学的一线教师林日新
对于“教育反思”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
“我发表了一篇关于给学生设置特殊座位
的反思， 其当事学生家长发短信告诉我，
他对我设置特殊座位曾颇有微词，但又很
佩服我敢于自我检讨，而我也在这次自我
批评中收获了教书育人的获得感。 ”

“教育反思不像是揭短，更像是对自
己教育生涯的回顾，既警醒自己，也惠及
他人。 ”《武冈魅力教师》副主编谢友元老
师表示， 如今不少教师把自我批评当成
新浪潮， 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教育反思
中，在批判反思中得到成长。

五年来，武冈市《教师魅力形成的方
法、途径研究》共收到各类教育调查和反
思文章 4000 多篇， 并择优在课题刊物

《武冈魅力教师》“教育反思” 专栏发表。
这些调查和反思文章促进了教师对职业
的深度反思和重新认识， 教师专业素养
得到较大提升。

多管齐下激发教师魅力
“魅力教师的建设，核心就是要提

升教师教育素养，激发教师内在的事业
动力。 ”武冈市教育局副局长林炜告诉
记者，在调研与反思的基础上，武冈教
育系统以“读书、交流、纠错、重塑”为
思路，多方式推动武冈教师队伍向纵深
建设。

坚持突出“读与写”。2014 年以来，在
全市广大教师中持续开展“读书汇报交
流活动”“读书心得演讲比赛”“专题读书
报告会”。 通过近六年的读书活动，读教
育名著，在武冈已蔚然成风。 以“魅力教
师”总课题组成员为核心，带领全市各子
课题组教师， 先后在各级媒体上发表文
章 2000 余篇。

坚持做到“坐着评课”。 开展了“教
学比武”“教学观摩”“送课下乡”系列活
动，打破常规，实施开放教学，倡导“坐
着评课”，以心交心，促膝谈心，老师、校
长、局长坐在一起，开开心心评课，快快
乐乐交流，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脱颖
而出。

坚持让学校成为教师乐园。 在全市
范围内加快推动建设教师活动中心，比
如东方红小学以提升教师音乐艺术魅力
为抓手， 成功申报为省级教师音乐培训
基地， 学校 120 多名教师人人都会一种
以上的乐器， 并多次参加邵阳市和湖南
省艺术展演均获金奖。

“名师周”打造魅力大舞台
“我很愿意给每一位教师提供一个展

现自己魅力的大舞台。 ”武冈市教育局邓
联军局长告诉记者，教师培养不是一蹴而
就的，有了全面建设的手段，更要有层次
的阶梯。 在“魅力教师”打下基础后，以树
立教师形象的“名师周”活动应运而生。

这项计划旨在重点宣传、 打造武冈
名师， 让年轻教师看到各个学校的标杆
人物，激励他们成长。 谁只要有“两把刷
子”“三板斧”，取得优异成绩，谁都可以
申请登台亮相。 一月之内，各个学校将通
过展板、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全方面展示
名师风采，“名师” 将在一周内完成三节
不同类型的展示课， 同时还要做一场个
人报告，同学科教师全程观摩学习。

曾多次在武冈市、 邵阳市教学比武
中斩获头名的武冈十中初中语文教师林
敏被要求第一个上场。“带上‘名师’这顶
帽子，压力实在太大了。 ”林敏起初内心

是拒绝的，搞砸了怎么办？ 但通过学校领
导连番劝说，最终，林敏扛旗上阵，打响
了武冈十中“名师周”的第一炮。 没想到，
这项举措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名师
周”从此成为学校的一个品牌活动。 林敏
老师后来代表邵阳市参加湖南省教育
厅、 省总工会举办的首届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获得二等奖，被授予“湖南省教学
能手”称号。 通过举办“名师周”活动，充
分展示了武冈市开展“提升自身素养，争
做魅力教师”活动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教师的自信心。

去年 8 月入职的武冈二中新教师林
丹坦言，参加了子课题《高中英语教学中
课堂导入的魅力研究》研讨活动，她对于
“课堂上如何导入新课，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等方面体会颇多。 林丹今年代表
邵阳市参加湖南省教育厅、 省总工会举
办的首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获得初中
英语组三等奖， 被授予“湖南省教学能
手”称号。

如今，“打造魅力课堂， 争做魅力教
师”成为了武冈市的教育名片，成为了老
师的人生追求，起到了“一个课题研究，
促进百所学校，培养六千老师，惠及十万
学子”的作用。

改造后的樟树小学

� 示范教师林敏在课
堂上展示“魅力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