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大班额化解工

作社会关注度高，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事关教育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娄底涟源市始终坚持以“五个结合”（控

增和减存相结合，新建、改扩建和存量资

源整合相结合，优质和均衡相结合，硬件

和软件相结合，以及短期和长期相结合）

为原则，着力实现教育公平，基本消除义

务教育大班额现象。

在谋划上“求早”，下好“先手棋”
近年来，涟源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启动消除大班额工

作 。 出 台 了《化 解 城 区 大 班 额 四 年

（2012—2015年）行动计划》《消除大班额

专项规划（2017—2020 年）》等规范性文

件，就实施阳光招生政策、规范招生行

为、规范学籍管理、稳步达到标准班额、

从严整治不正之风等方面做出系列的规

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效缓解了大

班额问题。2018年以来，涟源市委、政府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班额化解工作 16

次，建立健全部门及乡镇参与的大班额

消除工作责任制和工作机制，全面开展

消除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大班额专项行

动。涟源市委书记、市长先后16次调度

学校大班额化解工作及相关学校建设，

科学调整中小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确保学校建设与城镇发展相适应，

确保教育资源“布局合理、方便就读、优

质共享”。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该市新建城区学校 3 所，改扩建学校 5

所，新增学位 8900 个。2019 年，全市义

务教育学校大班额比例为4.8%，较2018

年的14.35%下降近10个百分点。

在投入上“求实”，出好“关键招”
新建扩建学校，保障建设资金是关

键。涟源激活投入机制，坚持多元投入，

以实打实的资金有力地保障了学校建

设。

努力“向上争”。全面掌握教育政策

动向，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 22622 万

元，其中“义务教育全面改薄”资金7549

万元、“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省级专项

资金 1870 万元、“义务教育两类学校建

设”资金 400 万元、“义务教育现代化建

设”资金 2657 万元、“校舍安全保障”资

金5146万元、“湖南省芙蓉学校”项目资

金5000万元。

强化“本级投”。涟源市委、市政府

把学校建设纳入财政优先保障的重点，

共投入资金近 15900 万元用于学校建

设。其中新建学校建设资金 14900 万

元，“校舍安全保障”资金1000万元。

鼓励“社会筹”。广泛发动广大涟

商、在涟投资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资

建校，湖南秀龙地产捐资6000万元建设

龙湖学校。涟水学校如期建成投入使

用，行知中学异地新建稳步推进。涟源

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乡教育实现

基本均衡发展，已从“有学上”向“上好

学”转变。

在建设上“求优”，打好“攻坚战”
为确保项目学校早建成，群众早受

益，涟源市坚持“一名市领导带队、一个

工作班子负责，一套实施方案管理”的

“三个一”学校建设机制，开辟学校建设

“绿色通道”，高位推进，快建快成高品质

学校。2020年是涟源市化解“大班额”工

作的攻坚时期和收官之年，全市 7 个化

解大班额新改扩建项目总投资49851万

元，建筑面积 103739 平方米，新增学位

11550个。其中涟源市芙蓉学校整体新

建投资15800万元，征地1701万元，增加

45个班，增加学位2250个，2020年9月1

日已投入使用。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龙

湖学校，可增加学位 3000 个学位，2020

年11月动工建设，预计2021年秋季学期

投入使用。芙蓉学校等项目学校成为全

市建设速度、建设质量、作风建设和优化

环境的典范。

在规范上“求严”，交好“满意卷”
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是刻不容缓

的民生问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更

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近年来，涟源

市进一步规范学校招生行为，严格执行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划片划区免试就近入

学，全面实行阳光招生，有力遏制“择校”

“择班”导致的大班额，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工作有序规范推进。出台《涟源市城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位和招生区域调

整工作方案》，对城区学校学位结构和各

学校招生区域进行了相应调整，进一步

优化中小学校布局和学位结构，办好办

强办精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农村寄宿制

学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方便学

生就近入学，切实满足入学需求，彻底

改变过去城区学校班额“中间膨胀，边

缘宽松”的格局，由中间向四周拉伸与

辐射，有效分流中心城区生源，缓解城

区“大班额”问题，打通化解学校大班额

问题的“最后一公里”。2020 年 10 月

底，涟源市已完成年度义务教育大班额

化解任务的130.4%，基本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现象，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班额由

2009年最高峰时的90余人逐年下降，已

基本达到规定与要求，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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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家长的秘密
□ 黄 鑫

11月11日，岳阳市岳阳楼区枫树小学师生到

岳阳市气象局国家基本气象站、岳阳市园林局学

习气象观测仪器原理及使用方法，并就“蔷薇科植

物反季开花”现象与园林专家互动探讨。通过与

专家探讨互动，激发了学生参与科学探究的兴趣，

掌握了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胡兰芳 摄影报道

探究科学奥秘

班主任故事 且行且思

涟源市：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现象
通讯员 文迪光

保
持
新
鲜
度

□
常
生
龙

那一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遇

到了一群多愁善感的学生——爱哭，考好

了要哭，考不好更要哭，手机被没收了要

哭，班级常规不好也要哭。学生杨琪更是

以哭而闻名全班，常常为家庭琐事而哭。

她每次哭都找我当听众，我想安慰她，可话

还没说出口，她已经破涕为笑：“老班，您回

去吧，我没事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事情突然有

了变化。

从前，无论杨琪怎么哭，学习成绩是稳

定的，我也就理解为是她高三学习压力大

需要宣泄。可是有几次，她聊天的主题都

是父母，每次聊完也不再“阴转晴”，而是长

久地沉默和抽噎，学习成绩也急剧下滑。

我意识到出了大问题。果不其然，杨琪父

母闹离婚，原因是父亲每天与朋友喝得酩

酊大醉，在多次规劝无效的情况下，杨琪妈

妈发出了最后通牒。

在距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样的

家庭变故对多愁善感的杨琪意味着什么不

言而喻。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来到杨琪妈

妈经营的小店，她礼貌地与我打了个招

呼，就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门外，若有所思。

征得杨琪妈妈同意后，我拨通了杨琪

爸爸的电话。等待的过程中，我从杨琪妈

妈口中得知：杨琪爸爸事业成功，重义气，

讲感情，对酒局有叫必到，喝酒必醉，时间

长了，身体大不如从前。杨琪妈妈心疼，

多次规劝无效，不得已使出了最后一招离

婚。他们不知道，这个看似赌气的举动已

经影响到即将高考的女儿。

半个小时后，杨琪爸爸急匆匆地赶来

了。我向家长简短介绍了杨琪的近况：孩

子学习成绩退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

爸爸的身体，每次回家看到爸爸在卫生间

难受呕吐的样子，孩子很心疼，但又不敢

对爸爸表达，只得向我哭诉。孩子正值高

考冲刺阶段，最需要父母的鼓励和支持，

你们非但没有成为孩子坚强的后盾，反而

“后院起火”，你们不是合格的父母。

听完我的话，杨琪爸爸露出了担心的

神情，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不知道说

些什么，杨琪妈妈眼含泪水一言不发。那

一天，我说了很多，杨琪爸爸始终没有说

话，只是频频点头。

家访两天后，杨琪找到我，又哭了，但

是笑着哭的，她告诉我，爸爸变了，这两天

没有出去喝酒，还到学校接她回家，给她准

备夜宵。妈妈不再提离婚，家里出现了久

违的笑声。

听到这些，我有了些许安慰，也没告诉

杨琪家访一事，这是我与家长的约定。

此后，杨琪依然不定期让我当听众，但

悲剧变成了喜剧，她不怎么哭了，即使哭，也

是幸福地哭着和我分享“酒鬼”爸爸的蜕变。

下半年，杨琪的成绩稳中有升。高考

后，她如愿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收到录取

通知书那天，我和他们全家吃了一顿饭。饭

桌上，杨琪爸爸不经意间说出了我们的秘

密，杨琪听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教师的教育教

学永葆新鲜，他的课

堂才会一直充满吸

引力。

初出茅庐的“菜

鸟”教师，是通过自

己的紧张感让学生

感 受 到 新 鲜 感 的 。

如果教了一段时间

后，学生仍能感受到

这种紧张感，就会对

教师的能力表示怀

疑。一个教师如果不能够让学

生感受到他胜人一筹的学识和

治学态度，是很难让学生认同

的。保持教育的新鲜度，有很

多途径可以实现。比如，教学

方式的变换，针对不同的学习

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比

如，学科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联

系，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各种事

件都与我们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生活和学习之间建立密切的

联系，会让教育非常鲜活；比

如，学习方式的变革和学习内

容的模块化处理，给学生提供

研究问题的不同视角，让学生

感受“我的学习我做主”……

保持教育的新鲜度，教师

需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

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保

持一种警觉，即自己的专业能

力还有待加强，需要用心学习，

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实践中，以

便提升专业水平。

学生们一旦感到“老师也

和我们一起在成长”，课堂上便

有望营造出热烈的学习气氛，

师生之间也会构建出一种教学

相长的友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