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刘芬 版式：胡文莲 校对：杨嶷飞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郴州篇
15 科教新报

记者走基层

老师：一到家长会就“炸锅”
近年来， 随着临武县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区涌入，县城区
学校每个班级的人数剧增， 超出额定人
数， 大班额甚至超大班额严重影响着教
育的良性发展。

临武县第六完全小学 1402 班班主
任谭老师告诉记者， 她从三年级开始带
班，刚接手班级管理的那个学年，自己最
怕的就是组织召开家长会。 很多家长到
班上来， 看到自家孩子坐在偏僻拥挤的
位置，会一直说希望能调换到更靠前、宽
松的位置上，“但对班主任而言， 由于实
际情况受限，能想的办法确实不多。 ”

教室的面积都是按照标准来设计，
由于班上学生人数众多，“前挨讲台后靠
墙”成了长久以来的景象。“以前，一个班
70多个学生，老师上课要用小蜜蜂，后面
的学生基本听不见，长期这样，将严重影
响教育教学质量……” 临武县第二完全
小学支部书记邝献明说， 临武县二完小
地处县城西北片区， 是进城务工人员较
为集中地， 每年秋季入学都要接纳大量
的进城务工子女。 而学校总面积仅有
6531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仅为 3.15 平
方米。

为逐步解决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大班
额给教育带来的负面问题， 临武县按照
“划片招生、城乡统筹、分步实施、和谐发
展”的原则，多措并举建立健全防控大班
额问题长效机制，拟于 2020 年全面消除
大班额。

家长：新学校就在家门口
在临武县第十完全小学的校门口，

记者见到了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黄云国，
他的孩子以前是在县第六完全小学就
读，这个学期才分流到十完小。

“一开始我们挺担心孩子会对新的
环境难以适应，但上了几天课后，小朋友
对新的教室新的老师都很喜欢， 每天回
家特别兴奋， 我们的顾虑也就此打消
了。 ”黄云国的家离十完小步行只需 10
分钟，每天接送孩子也十分方便。

2017 年， 通过召开专题议教会，经
过多次现场调研， 临武县最终决定实施
城区学校扩容提质改造建设工程， 计划
投入 5.15 亿元，新建第八、九、十完小、
第五中学和改扩建第三完小、 职业中专
（含特殊学校）。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临武县建立
“一旬一调度、一月一督查”的常态化工
作机制， 将义务教育消除大班额工作纳

入各部门、 各学校目标考核和督导工作
范围。同时要求发改、财政、国土、住建规
划、环保等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简化手
续，为学校建设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确保
如期竣工。

接到县教育局调动通知后的第二
天， 唐得利就来到了新建的县第十完全
小学，作为这所新学校的新校长，她的直
观感受就三个字：“高、大、上”，走到哪都
觉得眼前一亮。硬件设施齐全完备，校舍
设计完善合理， 连以前去教室上课必经
的走廊都从“羊肠小道”变成了“康庄大
道”。

唐得利坦言， 在临武当老师的幸福
感越来越强，“一个学校由各个班级组
成， 如果各班的学生人数少了， 管理好
了，那么整个学校也会变得井井有条。 由
于目前学校的操场还在建设当中， 开学
后我让各班班主任组织同学们在教室里
跳室内广播操，站在过道，坐在座位上都

能锻炼身体， 这要是放在班级人数很多
的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

主管部门：大班额阻断在源头上
近两年， 临武县通过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落实特岗教师计划、接收免费师范
生等方式补充教师 513 人， 同时实行教
师“县管校聘”制度，加快推动城乡教师
交流，今年，该县各学校教师、校长交流
达 286 人，有效均衡了城乡教师队伍。通
过公开招考、特岗教师、顶岗教师、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 临武县迅速缓解了化
解大班额带来的教师短缺问题。

从 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临武县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按照小学 45
人/班，初中 50人/班的标准班额招生。 针
对以往存在择校现象实施大力管控，严禁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

全县按照“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和
“择校找民校”的就学原则，严格控制农
村居住地学生向城区学校违规转学，对
转学、休学等学籍异动办理，严格转学审
批程序，维护正常的办学秩序。 同时，按
照划片招生布局，严肃入学招生纪律，加
大执纪问责力度， 实行阳光入学和信息
公示， 坚决从源头上阻断大班额或超大
班额的滋长。

“截至目前，临武县已投入资金 5 亿
余元，新增学位 4860 个，有效缓解了我
县城区大班额问题。 ”临武县教育局负责
人介绍， 除临武县五中计划明年投入使
用外， 其余五所学校都已于今年秋季招
生入学。

“王华，今天由你和另外三个同学充当实
验小助手。 ” 被点到名的学生兴奋地一口答
应。 隆回县羊古坳镇中团中学教师陈余辉在
组织学生做《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的实
验，有托盘天平的使用、液体药品的量取、溶
解、过滤、蒸发等较多基本操作。 她想：这个实
验的教学老师在课堂上演示需要比较长的时
间来完成，而且教学的效果也不太好，一些认
真的学生能够学到相关的知识， 而有些注意
力不太集中的学生学习效果就不理想了。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由实验小助手分别完成用
托盘天平称量 5 克粗盐、 量取 10 毫升水、溶
解粗盐、过滤这四项操作。 在课堂教学中她发
现由实验小助手进行操作时其他学生观察得
更加仔细， 而且他们还能及时纠正实验小助
手操作不够标准的地方。

最终，这堂课在实验小助手的参与下，课
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高。 新
课结束后她抽查几个平时听课不太认真的学
生， 欣喜地发现他们对这个实验相关的知识
也掌握得很不错。

19 年以来，陈余辉始终坚持这样做。
她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 近 3 年内先后获
得隆回县优秀教师、化学骨干教师、邵阳市科
技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辅导学生龙展鹏的
网页设计作品《多肉植物世界》获省一等奖。
她的化学教学成绩排名多次居县级前列。

2000 年 9 月， 陈余辉从邵阳师专化学系
毕业，走上隆回县羊古坳镇中团中学的讲台，

从此踏上了教育征程。 年轻漂亮的她工作积
极负责，为人谦虚进取，赢得了学生的爱戴、
领导同事的赞扬，并很快成为学科教学骨干。
2011 年她开始代表学校多次参加隆回县各项
教学大赛，屡获一等奖，在隆回县初中化学教
学界崭露头角， 其独特的教学方法在羊古坳
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青年教师的偶像。

陈余辉出色的表现赢得隆回县各个学校
的注意，2012 年至今她多次被其他乡镇中学
看中。 她爱人在司门前镇教育界工作，司门前
镇中学多次想调她到当地工作， 一是为了方
便他们的生活， 二是为了振兴司门前镇的教
育，但都被她婉言谢绝。

在中团中学领导眼里， 陈余辉热爱学习，
刻苦钻研，矢志课改，求实创新，敢于拼搏，勇
于奉献，团结协作，她担任理科教研组组长以
来，由她推动学校理科的教育教学改革，从而
提高整个学校的理科教学成绩。她带领全校理
科教师积极探讨教育教学新方法，组织每个理
科教师每期都要上公开课，严格按学校的课改
模式上课，极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上公开课的老师在上公开课前必须备好
课，经她和教同科目的老师集体研究定稿后才
可以去上公开课，评课她始终坚持“只讲缺点，
不讲优点”。每个听课老师都要评课，并共同去
寻找更好的教学方法。老师们在这样一个教学
环境里，教育教学能力都提升很快。

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被她这种敬业精神深
深感动， 学校领导多次感叹：“有这样的优秀
教师，我们的教育有希望。 ”

用心耕耘创佳绩
———记隆回县羊古坳镇中团中学教师陈余辉

□ 何艳青

9 月 10 日，在隆回县第 35 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
上，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教师李斌作为优秀教师代表
作了典型发言。

17 年前，李斌刚到司门前镇的第一年，就被学校
领导委以重任， 担任四个初中一年级班的英语教学工
作。 他刻苦钻研教材，认真备好每一堂课，仔细批改每
一次作业，虚心向前辈请教。他如海绵吸水般吸取教学
经验，为他此后的教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 年新学期开学的前一天，学校领导找到他说：
“学校决定让你去当八年级 168 班的班主任。 ”其实他
清楚这个班纪律最差，成绩最差。 他没有犹豫，毅然接
受了这个任务。

他始终坚信：再差的学生心中都会憧憬美好的未
来。 他把学生家长请到学校，请他们给学生们讲述育
儿的辛苦，他和学生同吃、同学习、同劳动、同进步。 在
他与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168 班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班风焕然一新。 如今，168 班的学生都已长大
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
出了不错的成绩。 这就是他的第一次班主任之旅，虽
然辛苦，却回味无穷。

自此，班主任这个工作就一直陪伴着他。他的妻子何艳青也在司
门前中学工作，从 2007 年起至今也一直担任班主任，还曾被评为隆
回县优秀班主任。 初中的班主任不好当， 特别是寄宿制学校的班主
任，起早贪黑，苦乐自知。多年来，他们各自带班，生活上相互扶持，工
作上相互勉励，学习上共同进步。 很多时候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孩子，
顾不上家，家住桃洪镇的父母都已年逾古稀，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
学校无论把什么重任交给他们，他们都欣然接受，并把工作做得让学
校、家长满意。因为他们知道，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
就选择了高尚。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由于业绩突出，李斌 2007 年被任命
为英语教研组组长。 2008 年，他辅导学生李巍参加全国英语能力竞赛
获得全国一等奖。 他所任教的科目在历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他所管
的班级期期是学校的优秀班级，2014 年 199 班有 23 名学生被省重点
高中录取，为校史之最。 他本人也多次获得县级荣誉，并于 2017 年荣
立县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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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六完小的教室里， 学生的位置
“前挨讲台后靠墙”

新学期开学， 临武县
第九完全小学的校园里人

头攒动。 崭新的教学楼、鲜艳
的塑胶跑道让前来报到的学

生和家长们十分欣喜。 这所学校
是临武县今年新建的 3 所学校之
一，占地面积 30 亩，新建校舍面
积 1.2 万平方米，按照每班 45 人
的标准 ， 可以容纳 30 个班级
1350 名学生。

临武：大班额“瘦身” 学生不再拥挤
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曾志刚 刘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