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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暑假
即将到来， 各类民办特长
培训班、 补习班将迎来办
学高峰。 为进一步规范其
办学行为，从即日起，长沙
600多所民办培训学校将
从十个方面全面开展自查
自纠。今日，长沙市召开全
市贯彻落实国家四部委文
件精神、 规范民办培训学
校管理工作会议， 就专项
治理工作进行部署。

据了解， 长沙现有教
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培
训学校650所，在整个民办
教育体系中居第二位，仅
次于民办幼儿园的数量。

会上，长沙市教育局
民办教育处处长刘凯希
介绍， 这次整治的重点
包括违规招生行为、违
规教学行为、 违规收费
行为和其他违规行为。
具体包括十个方面 ，即
“是否有大局意识”、“是

否规范使用校名”、“是否
擅自设立分校或教学点”、
“是否违规组织选拔性考
试”、“是否发布虚假宣传广
告”、“是否有偿招生”、“是否
提前教学、 超纲教学”、“是否
有在职教师兼职兼课”、“是
否遵守收费退费规定”、“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等。

“各学校要在7月15日前
完成自查， 并按要求报送联
席会议办公室汇总， 实行部
门分类交办、 督促整改。”刘
凯希指出， 对拒不整改或整
改不力的机构和自查敷衍、
故意虚报、瞒报、漏报的机构
将纳入失信“黑名单”，向社
会公布， 并组织实行综合执
法，集中治理。据了解，各学
校还将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
统一要求，在7月20日前制作
并在校门醒目位置张贴规范
办学行为的公开承诺， 接受
社会监督。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杨嘉仪 刘星言

本报7月6日讯 为了化解
大班额，长沙动了真格，今年全
市要全面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
班额，2020年将全面消除55人
以上的大班额。不过，一个现实
问题是： 初始年级可以通过控
制招生人数来杜绝大班额，但
已经存在的大班额现象该怎么
破？今天，长沙市实验小学采取
了一个好办法———每个班级通
过抽签挑选一部分孩子组成新
的班级， 这样， 原来的班级就
“瘦身”了。

抽签扩班，超大班“瘦身”

长沙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和
五年级共有12个班，其中有9个
班都是66人以上的超大班，另
外3个班也均有65人。“人太多
了， 每个老师都是带着扩音器
上课， 有时候后排孩子会反映
看不到板书， 也影响了学习效
率。” 四三班班主任易巧俐说，
对于老师来说， 超大班额批改
作业、班级管理压力也很大，很
多时候，除了上课，几乎所有的
时间都在看作业。

为了化解超大班额，长沙
市实验小学决定以扩班的方式
来消除现有的超大班。可是，挑
选谁去新的班级呢？ 为了公平
起见， 该校决定通过抽签的方
式来决定新班级学生名单。上
午10点，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现
场见证了抽签的过程。首先，在
全体家长的见证下， 在现场抽
签产生了家长监督员。 整个抽
签过程由家长监督员和学校监
督小组共同监督。接着，每位
家长将孩子的姓名卡按性别
放入两个抽签箱内。等到所有
孩子的姓名卡都放入完毕后，
监督人摇晃抽签箱，再由该校

校长王云霞、党总支书记柏山
树等人分别抽取新班级男生
和女生的名单，随即，新班级
人数产生了。

据介绍， 原来各班级按
人数比例挑选了8-10人到新
班级，就这样，原来12个班变
成了14个班， 每个班人数都
在57人以下。至此，到今年秋
季， 该校超大班额得以全面
消除。

班级管理难度减小了

在现场， 对于学校抽签扩
班化解超大班额的举措， 家长
们都纷纷点赞。“原来班级有67
个孩子，教室很拥挤，老师也难
很好地照顾到每个孩子。 现在
新扩班级人数少了， 学生学习
和活动场地宽敞了。”四三班家
长龚女士的孩子今天被抽到了
新班级， 她很看好孩子在新班
级的学习生活。

王云霞表示， 许多家长最
担心的是孩子能不能适应新班
主任的教学和管理，对此，学校
将从今年的毕业班级中挑选部
分经验丰富的优秀班主任来接
班。事实上，对孩子来说，新班
级可以结识新朋友和新老师，
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利
的。 在王云霞看来， 减少了班
额， 才真正是回到了教育的本
质。“人少了才能有更多时间思
考教育教学。”

易巧俐老师则表示， 尽管
有部分孩子去了新的班级，但
自己也会继续关注他们的成
长。 另外， 班级管理难度减小
了， 老师们有更多精力去关注
和帮助每个孩子的成长。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张仁芳遗失由耒阳市国土
资源局发给的耒阳市房权证
字第 00004574 号房屋所有权
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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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睿(父亲:黄帆，母亲:廖月)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899889，声明作废。
◆谢滔遗失恒大文化旅游城认筹协
议书，编号：C0006278，声明作废。
◆李代军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医
疗系骨伤科学 )专业毕业证，证
书编号:94546，声明作废。

◆罗芳遗失长沙中房科瑞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咨询服务费
收据，收据号 0123678，金额：
36000元，声明作废。

◆文峰、胡梦丹遗失长沙中房科
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咨
询服务费收据，收据号 0253279，
金额 36000元，声明作废。

◆周爱生遗失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阳市房权证字第
00068261 号、字第 00087000 号
房屋所有权证和耒国用（2004）
第 02-02-1101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声明作废。

◆冯陆燕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1002199809034040，声明作废。

◆梁子龙（父亲：梁连柏，母亲：李
海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395392，声明作废。

◆易羽馨（父亲：易红卫，母亲：陈
碧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218781，声明作废。

◆刘馨竹(父亲:刘泽主，母亲:文
碧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29167，声明作废。
◆聂子玲（父亲：聂军，母亲：邱
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678499，声明作废。
◆曹沫阳（父亲：曹光浩，母亲：谭
小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544378，声明作废。

◆陈瀚轩（父亲：陈德，母亲：汪
卡）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88742，声明作废。

◆邬宜蓓（父亲：邬诗伟，母亲：袁
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293950，声明作废。

◆薛杰（父亲:薛代刚，母亲:欧香
丽） 遗失出生医院证明， 编号:
G43084005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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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额怎么破？谁去新班级抽签定
长沙市实验小学出招让班级“瘦身” 家长点赞，老师：管理难度减小了

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今年长沙市将全面消除超大班额，
2020年全面消除大班额。今年秋季开学，按照小学45人、初中50人
的班额标准实行阳光招生；并确保小学2-3年级班额控制在50人以
内，初中2-3年级、高中1-2年级班额控制在55人以内。

对于已存在的大班额，特别是超大班额的中小学校，要通过改
扩建学校增加学位进行校内分流，通过新建学校（校舍）、整合资
源、 租赁校舍或与其他学校合作办学委托管理等方式进行校际分
流。在扩班的过程中，要求新组成的班级配备最优的师资和最好的
条件。

长沙600所民办培训学校将开展自查

新闻背景

今年长沙全面消除超大班额

本报7月6日讯 一谈到冰雪运
动，就会先想到北方，北方人可能很
难理解南方人对于下雪天的渴望，
特别是天气和场馆条件上的缺陷，
冰雪运动更是加高了门槛， 但是为
迎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
第一个冬奥知识青少年教育普及馆
在长沙正式建成， 深度普及冰雪运
动知识。冬奥宣传展览馆预计在7月
中旬开馆， 为确保能向公众呈现更
加全面的冬奥会知识， 本次展览有
近2000件物品展出。

展览馆分为主场馆和副场馆
的三个展示区，主场馆主要展示与
冬奥会相关的物品， 包括邮票、信
封、邮戳、往届冬奥会金牌得主签
名等近2000件物品。副场馆的三个
展示区分别为图文展示区、大好河
山·张家口站、旧北京·亭子来与观
众互动，感同身受冬奥会就在你身
边。并计划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助力
冬奥会知识普及，将构建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教学， 开展冰雪教育课
程， 丰富冰雪夏令营体验活动，强
化冰雪项目师资队伍培训，积极推
进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联动展开
万人签名迎冬奥、百万车主迎冬奥
车贴活动、展望北京2022年冬奥会
的圆满举办，寄语“我给北京冬奥
捎句话”等。

■记者 刘镇东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首个冬奥知识教育
普及馆在长沙建成

7月6日，长沙市实验小学分班现场，每位家长将孩子姓名卡按性别依次放入两个抽签箱内。 记者 刘镇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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