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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安排10亿奖补金消除超大班额

湖南高考改革实施方案正抓紧制定
2018年，湖南教育怎么干？2月8日，全省教育工作
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吴桂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
出，迈入新时代要深刻把握教育发展历史新方位，积极
迎接建设科技强省新挑战， 主动适应人民群众教育新
期待，谋划好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会议透露，今年我省将实施化解“大班额”专项规
划，确保到今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为此，
今年还安排了10亿元奖补资金。
■记者 黄京

【大班额】

现象将成历史。在招生管理上，除
大班额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外，
各地按照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
准班额实行阳光招生。 公办学校
禁止招收“择校生”，班额超标学
校限制招生人数。 严禁将功能教
室改成一般教室扩大招生规模。
跨区域转学要严格条件和程序。

整顿和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素质教育理念已经树立，但
应试教育冲动仍然强烈。”谈起教
育领域的矛盾， 省教育厅厅长肖
国安坦言，当前，素质教育还停留
在口号和理念上。 有的地方给学
校下达升学指标， 对学校进行升
学率排名； 有的家长只关注考试
成绩，忽视孩子的道德品质、习惯
养成和实践锻炼……“这些做法，
严重违背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损
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今年， 我 省 将 推 进 义 务 教

【
“入园贵”】

【师资建设】

育 均 衡 发 展 ， 规范中小 学招 生
管理，有效缓 解“择 校热 ”难 题。
我 省将 深 入开 展 规 范 中 小 学 办
学 行为 专 项 整 治 ， 整 顿 和 规 范
校 外教 育 培 训 机 构 ， 解 决 中 小
学 生 课外 负担 重 的问 题。
为提高学生身心素质， 还将
完善大中 小 学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机
制，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同
时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把体质健
康和 运 动技 能 作 为 学 生 综 合 素
质评价的重要指标。

研制学前教育生均拨款政策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学前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入园
难”、“入园贵”问题凸显。今年，我
省将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实
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
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推进公办园建设，积极
发展普惠性民办园， 提高普及普

惠水平。落实
“
以县为主”的学前教
育管理体制， 推动县级政府加大
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
持。规范办园行为，坚决纠正
“
小学
化”倾向，提高保教水平。在教育投
入上， 还将研制学前教育生均拨
款政策，在解决“
入园难”
“入园贵”
问题上出台管用的政策措施。

确保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今年， 我省也将在师资队伍
建设上发力。 为构建师德师风建
设长效机制， 将推行师德考核负
面清单制度， 实行师德“一票否
决”； 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 将实施教师振兴计划，
创新教师教育和培训模式，建设
一批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扩大
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规模，今
年全省招生总人数将达到1万人
以上；扩大中职学校专业教师培

【新高考】

2月7日，小朋友体
验非遗项目捏面人。当
天，由长沙市文明办、雨
花区文明委主办的“我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大型广场文化活动在长
沙市通城喜乐汇广场举
行，捏面人、打糍粑、浇
糖画等民俗活动， 让广
大群众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今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一个班级学生超66人， 如此
“超大班额” 苦了孩子也累了老
师。省教育厅厅长肖国安表示，湖
南将实施化解“大班额” 专项规
划， 确保到今年底基本消除66人
以上超大班额。为此，省财政今年
安排了10亿元奖补资金， 这意味
着， 一个班动辄七八十个学生的

【减负】

学非遗
迎新春

养规模，提升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素质；实施“双一流”领军人
才计划；推进中小学教师核编工
作，深化“县管校聘”改革。
此外，将落实乡村教师乡镇工
作补贴政策，推动乡村教师人才津
贴提标扩面。落实中小学教师公费
体检政策， 推进农村教师周转房
建设。落实教师工资待遇，确保教
师平均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
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启动高考改革，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高考改革是我省教育综合改
革的关键，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包
括我省在内的17个省份计划今年
启动改革， 新高考将从今年高一新
生开始实施。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
正在抓紧制定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和相关配套文件， 并着手以高考
综合改革为契机，推进高中新课改。
据悉，省教育厅正在充分调研

全省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并结
合新高考要求， 加强学校基础条
件建设。通过高考改革，实现教、
考、招综合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和
高校人才培养更加有机衔接 。此
外， 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随 迁子 女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入 学 政
策， 制定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刚放假就“
开学”
上补习班是情愿还是无奈
“孩子放寒假，我也想让
孩子玩， 可是别人家孩子都
上补习班，不上就会落后。”2
月7日， 说起孩子的寒假计
划， 家住长沙市芙蓉区火炬
村的刘女士左右为难。其实，
刘女士的想法并非个例，心
理医生提醒， 在寒假里除了
孩子的学业以外， 更要注重
给孩子的心理减压。

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刘女士的儿子今年上五
年级，因夫妻俩工作都忙，平
时没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这
次期末考试， 孩子语文不及
格，数学和英语分数也不高，
这可急坏了刘女士，于是，她
赶紧给孩子找补习班， 放寒
假后， 孩子奔走在补习班之
间，和平时上学差不多。
“不补习， 孩子跟不上，
补习孩子嫌累，我不知道该怎
么办好。”刘女士说，前两天，
儿子跟她提出不想上学了。
采访中， 记者发现多数
家长的想法都一样， 他们也
知道孩子小，应适当玩玩，可
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

提醒

习，就着急，不想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 但也有部分家长
表示，送孩子去补课，只是不
想让孩子被“放羊”。

孩子：假期比上学还累
“假期还没上学轻松，在
学校还可以和同学玩， 在家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读四年
级的李沫告诉记者， 她的假
期生活，父母都排满了。放假
第二天，开始学英语，学完英
语回来， 她除了要复习巩固
当天学的英语知识外， 还要
写寒假作业。此外，父母还安
排了数学应用题和口算题。
相比之下， 开学上五年
级的孙聪就幸福很多， 这个
寒假她只报了一个书法班，
每周上两节课，每节课2个小
时， 一直上到开学。“这个兴
趣班是我选的， 因为我想学
书法，爸爸妈妈也支持我，就
没有再给我报别的班。”
当记者问她是否愿意上
其他补课班时，孙聪说，好不
容易放假了， 不愿意再去补
习班了。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范芳秀

孩子的心理需要“松绑”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少
心理科主任马静介绍，家长若是
好好利用孩子的寒假生活，说
不定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此，马静给出了几点意见。
1、亲子沟通，缓解孩子的
孤独。 家人主动与孩子沟通，
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了
解孩子最新的心理状态。
2、克服反差，让孩子不厌
学。一放长假，孩子的心理反
差大，如果不注意调节就容易
出现情绪障碍，其中一个明显
表现就是厌学，对于孩子状态

的回归，家长不可操之过急。
3、亲子互动，在放松中
增进亲情。比如家人、朋友聚
会时， 可要求孩子们在就餐
时表演助兴， 孩子在和亲朋
好友交往过程中同样也会发
生很多的人际交往故事。
马静提醒， 如果孩子因
压力过大， 影响到学习和生
活， 建议趁着寒假假期及时
到专业机构寻求心理医生的
帮助，调整认知，改善情绪和
行为， 为新学期的到来做好
充分的准备。

考研成绩再引波澜
考生又将何去何从
日前， 我省2018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成绩正式公布。
今年我省考研人数达91314人，
创历史新高。 随着初试成绩放
榜， 不少考生开始纠结。 采访
中， 不少初试成绩还不错的考
生表示， 已投入到复试的准备
中。 但也有很多考生初试成绩
一出便多了几分迷茫和着急，
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王同学今
年报考了湖南大学，“初试成绩
一般，应该能过国家线，但不知
道是申请调剂还是找工作。”
记者发现， 选择考研的考
生中不少都认为研究生学历能
让自己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但考研失败后， 如果选择继续
考研还要放弃很多工作机会，
“风险”不小。报考清华大学的
考生小刘今年已是第二次参考
了，“这次总分倒是比去年高一
点，但英语成绩还是不太理想。
因为考研错过了很多招聘，要
是今年再考不上打算看看能不
能申请调剂或直接找工作。”

建议
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规划
“初试成绩公布后，考生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规划。”
我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可参考
去年研考分数线， 分析调剂成
功的可能性， 提前熟悉调剂流
程和调剂步骤。分数线公布后，
考生若符合调剂条件， 就要主
动联系招考院校，争取机会。
另外， 对于选择开始找工
作的考生， 湖南省人才网相关
负责人介绍：“春节后至四月将
有多场春季人才招聘会， 年后
还有省公务员等考试； 加之很
多选择考研的学生本科成绩也
不错，在找工作时也有优势。”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