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分层走班？ 快来这里“围观”！
一个老师，备两套课 成绩好的学生不再“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不再“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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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 “我希望有一
天，老师变成学生参加考试，而我却
变成监考老师，看着他们在考场上抓
耳挠腮！”这样的场景，曾在不少学生
的脑海中浮现过许多次，而昨天，这一
幕却在长沙理工大学变成了现实。

昨天下午，长沙理工大学组织了
一场特殊的考试。考试的试卷是前一
天学校组织各学院学生参加的《学生
手册》考试试卷，考生是各学院主管
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和辅导员老
师，监考老师则变成了前一天参加学
校考试的学生。

同一套考卷，为什么学生刚考完
老师又考？该校学生工作部部长黄自
力表示：“《学生手册》 是全校学生要
遵循的行为规范， 学生要掌握的知
识，辅导员老师应该要掌握得更好。师
生共建‘学习共同体’已逐渐成为高校
中师生关系的发展趋势， 老师与学生
一道学习、共同提高，甚至向学生学习
也会变成现实。”

■通讯员 李娟 记者 黄京

11月28日，第十届新浪2017中国
教育盛典在北京顺利举行， 卓京集团
荣获“2017中国品牌实力教育集团”
奖项并作为新浪教育盛典十周年获奖
嘉宾受邀参加此次盛会。

新浪教育对卓京集团王任远董事
长进行了采访，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
了一个实力品牌、实力集团的发展，离
不开掌舵者的引领，人才的培养，团队
的建设， 而我们的品牌能够长久发展
的诀窍就是对学生负责， 踏踏实实的
做好我们的教育管理与就业服务，在
教育行业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中让优质
的教学质量成为卓京的口碑效应。

卓京集团将继续砥砺前行， 不忘
教育初心，坚守践行“做最优秀的信息
服务提供商， 为社会提供高端的创新
型技术人才”的使命。

经济信息

本报12月7日讯 今天
上午， 2017年中国医院协
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
务工作委员会第八届工作
会议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召开。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
400余名专家、学者、志愿者
齐聚湘雅，围绕国内医务社
会工作及志愿服务工作等
一系列热点议题展开了深
入探讨。会上，湖南省健康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培训基
地落户湘雅医院。

该基地将组织开展医
务社工及志愿服务工作的
理论授课、实务培训，积极与
国内有关高校、机构、组织建
立联系、取得支持，开展广泛
交流合作， 定期共享前沿信

息，致力于提高省内医院医务
社工及志愿服务工作的综合
能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孙
虹院长介绍，早在1922年，
湘雅医院便发起成立了
医院社会服务部，2014年
10月更是成立医务社会工
作部。多举措推进医务社工
及志愿服务工作。 今后，医
院将进一步完善体系、加强
品牌建设、整合多方资源 ，
建立适合本土化发展的
联动模式 ， 促进医务社
工、志愿者、患者、医务人员
进行良性互动，达到多赢的
效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佘丽莎 王洁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通讯员 刘晚晴 杨玲

本报12月7日讯 学生分
为提高班和提升班， 在同一时
间不同地点上数学课或英语
课———这个学期，这种“分层走
班”的教学模式，在长沙市明德
华兴中学初一、 初二年级的部
分班级开始试行。事实上，包括
该校在内， 长沙已有多所初中
学校开始试行“分层走班”。在
保公平、 促均衡的义务教育阶
段，为何要试点“分层走班”？这
种教学改革的效果如何？ 如何
避免其沦为“变相重点班”或
“快慢班”？昨日，在明德华兴中
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现场，三
湘都市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怎样“分层走班”？
老师、教材都一样
教法有区别

“分层走班” 如何实施？记
者获悉， 在不打乱教学行政班
的前提下， 明德华兴中学在初
一和初二部分班级，将英语、数
学两门课程开设了提高班和提
升班。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综
合学习成绩、 综合表现、 兴趣
等， 将学生分别安排至提高班
和提升班上课。 两个班的授课
老师、教学进度、教材、考试等，
都完全一样， 最大的区别是老
师的教授方法上有很大改变。

夏炎兵是该校首位尝试
“分层走班” 教学的数学老师，
记者现场聆听了他的两堂数学
课。尽管教授的都是“二次根式
的乘法”，在提升班，因为学生
整体的数学成绩比较好， 对整
体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透彻，
夏炎兵用“开门见山”的方式导
入了新知识， 腾出更多的时间
来讲解分析拔高题， 引导学生
进行发散思考；而在提高班，他
则把更多的时间帮助学生理清
知识点， 鼓励大家分小组讨论

并发言， 同时按照教学大纲要
求，强调并巩固基础知识。一个
比较突出的现象是， 两个课堂
都很活跃，举手答题、互动性都
非常好。

“对老师来说，教学任务确
实增加了， 但教学效果却好了
很多。”夏炎兵说，因为要考虑
两个班的差异， 自己在备课时
会准备两套方案， 工作量明显
增加。 但也正因为教学方式根
据学生实际做了调整， 以往在
一个班级里学生“吃不饱”或
“吃不消”的现象显著减少。“基
础好、 成绩好的学生积极性更
高，基础差的学生兴趣更浓。”

为何要“分层走班”？
因材施教，培优补差

谈起开展“分层走班”的初
衷， 明德华兴中学副校长何建
平表示，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因
材施教”、“培优补差”。“每个学
生的差异很大， 传统的课堂教
学不能满足孩子们的个性需
求。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
础差的学生‘吃不消’，老师教
学时也容易顾此失彼。” 他坦
言，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今
年秋季开学不久， 该校率先在
初二年级的4个班级中对成绩
分化较大的数学和英语科目试
行分层走班教学。

大半个学期下来，实施“分
层走班”的效果如何呢？该校教
科室主任陈雄伟介绍， 试点班
级两个科目的平均分有了提
升，这证明改革是有成效的。记
者还随机采访了几位试点班的
学生。“成绩比较稳定， 对自己
的帮助很大。”该校初二学生周
睿仪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进入提升班后，她觉得老
师讲课的内容变深了， 难度也
加大了，自己也更适应了。而选
择了提高班的罗一菲同学也认
为自己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前
做基础题容易错， 现在不会错
了；而且只要注意力集中，难题
也能听懂。”

本报 12月 7日讯 今
日， 长沙市教育局发出公
告，拟注销长沙春秋进修大
学等9所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经清理确认，长沙春秋
进修大学、长沙中山外国语
中等职业学校、长沙世贸中
等职业学校多年无办学场
地、无办学行为，办学许可
期限已届满失效；长沙黄浦
外国语专修学院连续多年
未参加年检，办学许可期限
已届满失效；湖南长沙湘一
实验中学、 长沙市湘郡中
学、 长沙市长雅实验中学、
长沙市剑凡中学、长沙市艺
芳中学按相关规定已终止
办学，但未办理有关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六十条规定，
拟对以上学校的办学许可
予以注销。 各相关主体如
有异议， 请在12月19日前
与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联
系。逾期未提出异议的，长
沙市教育局将依法办理注
销手续。

长沙市民办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办学许可注
销后，办学机构不再具备办
学资格，所执办学许可证不
具备法律效力，所从事的任
何活动产生的后果均由举
办者自负。
■记者黄京实习生陈舒仪

通讯员 黄军山

初中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是其首要原则。
因此，长沙市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办重点
班”。而“分层走班”的改革中，如何防止其沦为“变相重点
班”或者“快慢班”呢？何建平表示，首先是在分班时充分
尊重家长和孩子的意愿， 如果要换班， 可以直接提出申
请；其次是合理的设定分班依据，不完全按成绩，还综合
学生的各项能力。班级设定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管
理，在学期的期中、期末，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对其层次进
行局部微调。

长沙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分层走班” 在其
他省市有些地方进行试点， 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自身学
习基础、学习能力和兴趣，在原有行政班基础上由学生自
主选择针对某一学科的不同层次的兴趣班。 这种对学生
某一学科学习深度和要求的细分，是一种“因材施教”的
探索，与“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这种纯粹的行政班划分有
着明显区别。

如何防止成“变相重点班”？

释疑

长沙9所民办学校
拟注销办学许可

考场上，师生身份互换

健康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培训基地落户湘雅

卓京集团获“中国品牌
实力教育集团”大奖

12月6日，在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的校园开放日上，记者与学生们一起感受了“分层走班”。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