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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茶陵：攻坚克难建学位，确保教育优质均衡
见习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杨光 唐亮

高位部署，强化组织领导
“城市建设加快，城区规模扩大，购

房置业和进城务工人员逐年增加， 城区
就学人口也不断增长， 这是城区学校学
位紧张和大班额现象的重要原因。 ”茶陵
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刘漫林解释，2015
年以来， 该县小学一年级入学人口由最
初的 5000 余名逐年增加到现在每年近
9000 人。

为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茶陵县将
化解大班额作为重要突破口， 成立以县
长任组长的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县消超办”），
制定专项方案， 具体负责全县消除义务
教育大班额的组织、协调、督查和考核等
工作。各义务教育学校对照方案，结合实
际，做到“一校一策”。 各单位通力合作，
县教育局统筹协调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专项行动实施， 县公安局加强居住证管
理，建立随迁子女登记制度等。 同时，开
展消除大班额主要措施落实和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的专项督导检查， 对因工作落
实不到位，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部门和

有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将消除大班额工
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在学校建设工作中， 茶陵县县委县
政府主动作为， 通过调研县内各妇幼医
院出生证明、 县公安局的出生人口统计
和县计生委人口统计等数据， 科学规划
城乡学校布局。 同时汇聚多方力量组织
召开调度会，通过“政策牌”“感情牌”和

“教育情怀牌”给拆迁户做工作，保障补
偿解决“拆迁难”，为学校学位扩建保驾
护航。

加大投入，全力补充学位
“新教学楼的环境清扫完毕后，下周

学校 1093 名学生都将能在全新的教室
上课了。 ”带领记者参观新教学楼的城北
小学校长谭满娇十分开心，她补充说到，
学校原来只有一栋教学楼共 12 个教室，
为确保合理班额、缓解学位压力，还在 80
年代建成的综合楼里开设了 5 个班。
2018 年学校投入近 4500 万元用于学校
提质改造， 其中新建 1 栋教学楼新增 40
个教室， 成功缓解学校学位紧张和大班
额的情况。

扩充学位，增加刚性需求，是化解大
班额、缓解学校就学压力最基础最主要的
手段。 从教育局基建股了解到，茶陵县首
先深挖潜力，充分发挥闲置资源，共清理
出可利用的空闲教室共 43�间，增加学位
2150 个。 其次加快学校建设，2018 年至
2019 年，投入 3 亿余元，新建芙蓉学校，
改扩建思源学校，金星学校、城北小学、城
东学校、解放学校洣江分校等中小学项目
19个，新增教室 240间，学位 10800个。

通过加大投入建设补充学位， 茶陵
县缓解城区学校学位紧张压力和化解大
班额都取得一定成效。2018 年春季，全县
义务教育大班额 363 个， 超大班额 135
个。 到 2018 年 12 月份，该县 135 个 66
人上超大班额全面“清零”，56 人以上大
班额消除了 147 个， 消除大班额人数
2080 余人。截至 2019 年 10 月份，该县又
消除大班额 170 个、 人数 1200 余人，大
班额率降至 3%以内。

精准施策，确保建设成效
下午四点半， 下东街道的金星学校

门口， 六年级谭子璇的家长正在接孩子
放学。 谭妈妈在城区工作，今年，拿到居
住证和社保证明后， 她第一时间把在村

级小学上学的谭子璇接到身边。“一方面
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陪伴成长，另一方
面也希望能让她感受到城区学校更优质
的教育资源。 ”她说。

在茶陵县， 像谭妈妈这样进城务工
的家长还有很多， 为依法保障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同时
控制非城镇化人口盲目进城择校以减小
城镇学校学位紧张压力， 茶陵县控好源
头，依据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探
索建立以居住证和一年社保证明为主要
依据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逐步完善随迁子女就读办法。

“学校建设项目建成需要时间，为缓
解城区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压力， 茶陵
县政府充分利用民办学校资源。 ”刘漫林
介绍，茶陵县 2018 年向民办世纪星学校
购买 1279 个义务教育阶段学位，2019 年
秋季继续购买 650 个义务教育阶段学
位，通过民办学校资源补充学位，弥补城
区学位缺口。

另外， 茶陵县积极改善城镇薄弱学
校和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均衡配置师资，
加大扶持力度， 以稳定乡村学校生源不
外流，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渌口：抓优质均衡发展 办人民满意教育
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李浩治 易智文

坚持均衡发展，围绕目标抓落实
“渌口区义务教育阶段共有中小学

校 65 所，学生 19937 人，教师 1527 人。
2015 年获评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 ”渌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易国
林告诉记者，全区以“优秀”等次通过湖
南省第三轮县级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
估”，得益于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
度重视。

在渌口， 农村学校充分利用乡村学
校少年宫资源， 组织学生开展文娱体育
活动，培养学生综合技能，成为留守儿童
开展活动和推进“六礼三仪”文明习惯养
成教育的主阵地。

奕趣棋社、爱尚舞社、美和人雅室、
剪纸室……初到淦田中学的乡村少年
宫， 不自觉地就会被每个社团教室的名
称所吸引。 每周一到周四下午第七节课
后，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45 分钟的社团
活动，总能让学生们放松下一天的紧张。

“少年宫是 2003 年成立的，像剪纸、
乐器、围棋这些社团都已开展十多年，都
是学校老师们根据自己特长来组建的，
完全免费。 ”校长颜琦说。

作为老牌抢手社团， 剪纸课的老师
刘雪梅是学生们心中的“巧手金剪刀”，
1991 年进入淦田中学从事物理教学的她
从小就对剪纸兴趣很足， 所以当学校少
年宫要办剪纸社团时， 她二话不说就担
下了指导老师的职责， 为此刘雪梅还拜
师淦田镇本地民间艺人刘金莲学艺。

而今年刚到淦田中学任教的英语老
师谈喜则为乡村少年宫注入了新的元
素， 英语与电影配音课成了很多学生的
新选择。“让我意外的是，许多英语不太
擅长但很喜欢欧美电影的孩子都踊跃报
名， 我给他们分配人物角色和台词时会
稍稍降低难度，把复杂的台词进行精简，
现在班上一些不敢开口读英语的学生都
有自信了。 ”谈喜说。

坚持“全面改薄”，针对问题补短板
为改善薄弱地区教育条件， 渌口区

在项目上优先布局， 在经费拨付上优先
保障。 从 2012 年至 2017 年底，累计投入
2.23 亿元（其中区级自筹 1.86 亿元），把
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64 所）全部建成
合格学校， 义务阶段学校的办学条件实
现了基本均衡。

“我们乌石垅小学只有 4 个年级 4
个班，7 个老师，尽管规模小，但是‘五脏
俱全’。 ”渌口区南洲镇乌石垅小学校长
孔斌拿起两张印有“南洲镇乌石垅小学
银行”字样的小卡片告诉记者，这是属于
学校的小美好。

小卡片名叫乌石币，是学校自制，用
于奖励在学习成绩、坐姿、课堂发言、参
与校园活动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集
满一定数额的乌石币， 就能去乌石币小
超市兑换学习用品、 毛绒玩具以及护手
霜等奖励物品。

“我们把学生的养成教育贯彻学校
工作始终，在操场体会收获喜悦的‘开心
农场’、能回收垃圾换物资去村里慰问老
人的红领巾回收站， 无一不让学生在快
乐中成长成才。 ”孔斌说。

坚持以教扶贫，凝聚合力强保障
2019 年, 渌口区在政府化债和防范

重大金融风险双层压力下， 财政预算内
安排教育资金 3.5998 亿元， 占财政一般
预算支出的 14.44%，实现同比增长。

在渌口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门口，一条写有“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有质量的教
育”的横幅亮眼醒目。 今年，全区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
就读比例达到 100%。

同时， 区域内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
全部享有“五免一补”，特别困难的学生
还能享受到滋惠计划、 雨露计划或其他
社会捐助形式的救助， 近年来共资助学
生 5802 人次，资金 421.9 万元。

渌口镇明德小学坚持送教上门，针
对学生的情况， 精心准备教育服务课
程， 确保重度特殊儿童不因身体残疾
而辍学、失学；学校张中南、周基洋老
师还积极参与“三区”支教，前往泸溪
县兴隆场镇中心完全小学支教一年，
为偏远山区的贫困学子送去生活与教
学上的温暖。

“送教下乡阅读课打卡，农村的孩子
很淳朴也很好学， 真心感谢明德语文组
每次给我这样的机会。 ”完成送教后，该
校三年级老师王舒仪发了一条朋友圈，
近百位好友为她点赞。

值得点赞的， 也是让人民满意的渌
口教育。

▲松西子小学的同学们在运动会入场式上展示民族舞蹈

10 月 31 日下午，茶陵县芙蓉学校施工现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完成钢筋隐蔽工程
质量验收后，学校第七栋建筑———食堂的第二层楼面将在第二日上午完成水泥浇筑。

芙蓉学校是茶陵县为缓解城区义务教育学位压力而新建的，学校规划了 4 栋教学楼等 11 项建
设项目，预计增加 60 个教室共 2700 个学位，目前已有 3 栋教学楼完成封顶。

近年来，为适应新城镇化整体提升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的新要求，消除城区大班额和
缓解城区就学压力，茶陵县紧抓学位建设，攻坚克难保障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茶陵县城北小学新建的教学楼

10 月 31 日中午，记者在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松西子小学的智能书法室里见到了五年级的学生肖
淑玥。 不用带笔、墨、纸和字帖，老师将她喜欢的字体通过主机发送到书桌上的显示屏里，并实时演示
字的写法，这样简便高效的教学互动让淑玥本学期的书写进步很快。

近年来，像松西子小学这样的农村学校优质发展，生源不断增加，得益于渌口区将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作为工作重心。 通过持续加大投入、加快学校建设、加强师资配备等措施，补齐教育工作
短板，全区教育得以优质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