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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姚开才

“每次上课都像听天书，
看也看不清”

【现场镜头】这个暑假，邵东县创新学校
高一某班的小月，有些不开心，因为在上学
期的期终考试，他成绩下降很快，排到了班
上70名之外。

说起其中的缘由， 小月觉得有些委屈。
“我们班有105个同学，我个子高，只能坐在
后排。 离黑板好远，加上眼睛有点近视，每次
上课都像听天书，看也看不清，成绩能不下
降吗？ ”

大班额影响教学效果，存在
安全隐患

【人大调研】一个班100多个同学，听起
来你也许不信，但这在城区还比较普遍。 长
沙城区如此，一些地市城区如此，一些县城
学校还很严重。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

“百校千师万生” 大调查中， 印证了这一现
象。 在一项题为“您所在学校的班额中最大
班额为多少”的选项中，有28.4%的人选择了
60人以上，其中15.7%的人选择了70人以上。

娄底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对4所城镇
学校调查表明，该市城镇平均班额在75人以
上，新化县铁牛中心小学最大班额达110人。
长沙市芙蓉区，绝大多数学校的班级人数在
六七十人。 岳阳临湘市城关镇的一所小学，
有的班额也达到了100多人。

为缓解城区入学压力，不少学校将仪器
室、实验室、图书室等改作教室，仍满足不了
需要，班额超员现象较为普遍。 城镇多数中

小学平均班额达65人，而按教育部对班额的
相关规定，中小学班额正常应控制在45人以
内为宜。 看到教室拥挤的场面，不少人对教
学效果和安全隐患产生了双重担忧。

三重因素导致城区“大班额”
现象严重

【记者访谈】“‘大班额’现象的存在，是
教育发展不均衡导致的恶果。 ”省教育厅厅
长王柯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学校
规划滞后，建设用地不落实，建设资金难筹
措，导致《湖南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
有关规定难以落实。 ”

在王柯敏看来，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
过分集中；另一方面，学校的规划建设没有
跟上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同时，学生和家长
过分追求和看重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 这三
重因素导致城区“大班额”现象严重。 比如，
长沙市雨花区中小学生6万多名， 其中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2万多名。 也就是说，每年有2
万多名外来适龄孩子到这里读书。 这对城区
来说，需要多大的承载力。

为缓解城区“大班额”，各地做了大量工
作。 2007年，省政府出台加强城市义务教育
设施配套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按照“相对
集中、方便入学、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的原
则，组织规划、建设、国土、教育等部门，实施
城区义务教育扩容工程，“大班额”和“择校
热”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05年，全
省初中班额在56人及以上人数的班，占班级
总数的比例为54.7%。 2012年， 大班比例为
39.94%，较2005年下降14.76%个百分点。 娄
底市出台化解大班额“四年行动计划”，预计
投入22亿元、新增学位近7万个，城区“大班

额”、“择校热”等问题有所缓解。
王柯敏坦陈，目前，我省城区“大班额”

依然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些名校，人满为患。
学生抱怨，教师抱怨，家长抱怨，社会也在抱
怨。

“大班额”带来不少负面效应：学生太
多，既影响学习效果，又增加教师负担；教室
里密密麻麻排列的课桌， 还影响孩子们出
入；因为进出麻烦，有些学生课间都不愿出
去活动，有些学校甚至因此被迫取消做广播
体操；教室太小，学生太多，教室里空气浑
浊，流通严重不畅。 如果有人得了流感，极易
引起交叉感染。

城区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纳入城区建设与开发规划

【委员建议】对于至今难见根本好转的
“大班额”现象，出席省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的委员和代表们在审议省政府报告时，充
分肯定这些年的成绩。 同时，呼吁尽快采取
更有力举措，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朱新民委员认为，现在，有些地方最少
的班，也有60多个人，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
证。 中国的教育实际情况是，农村占大部分，
城市占小部分。 现在讲城市化，但城市化根
本不能满足义务教育的需要。

姜玉泉委员认为，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还要重视和研究解决学生择校问题。 现在，
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择校。 学生择校带来
一些新的不平等。 孔子早就讲“有教无类”。
学生受教育的情况肯定会有差别。 但政府在
教育政策和教育资源安排，确保教育公平等
方面，不能有差别。

委员和代表们分析，之所以会出现 “大

班额”，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城市扩容 ，人口
急剧增长，厂房变楼盘，学校由谁建？ 我省有
相关的规定，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没有到
位。 邵阳市城区人口成倍增长，中小学仍是
十几年前的规模和容量。 该市火车南站建设
拆除的两所小学，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尽快
重建，至今快6年了，学校仍未重建。 株洲市
规划局对该市四区配建学校作出规划，但有
规划而未配建的问题一直 得 不 到 解 决 ，
2011年义务教育执法检查时发现两个新建
小区未按规定配建学校，至今没有整改。

为此，委员和代表们建议 ，各级政府首
先应该依法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 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变化的趋
势，按照“先教育、后建设”的原则，严控规划
调整，确保土地供应，依法将城区义务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区建设与开发规划，做
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其次，要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把该
建的学校建起来。 “再挤不能挤学校”，学校
规划不得随意取消，即使有其他因素需要移
位，也必须就近择址，建校优先；城区高中可
考虑外迁，原址改建初中或小学，形成城市
人口稠密区的义务教育合理布局。

第三，高度重视并逐步解决“择校热”的
问题，还要解决同城择校，最终实现义务教
育不择校的目标。 为此，要切实改革和完善
招生制度，坚持就近入学，建立示范性高中
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制度。

省公安消防总队：
“三服务”推动活动出成效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
苹 田效金） 自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以来， 省公安消防总队以服务经济建设、 服务
基层官兵、 服务社会群众“三服务” 为导向，
扎实开展防火灭火、 惠警爱兵、 拥政爱民等主
题实践工作， 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做实主业， 服务经济建设。 通过全面铺开
拉网排查，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
项行动， 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投诉身边的火灾隐
患。 至目前， 共排查单位11.7万家， 发现并整
改火灾隐患17.4万处。 同时， 强力整改区域性
重大火灾隐患。 对株洲芦淞市场群实施了分区
域停业整改， 对凤凰古城完成了市政消防给水
和室外电气线路改造。

倾斜一线， 服务基层官兵。 自5月份以来，
总队部署开展了百名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帮扶
活动， 8月5日， 总队司令部官兵走进常德鼎城
中队， 开展军事业务帮扶。

拥政爱民， 服务社会群众。 针对近期的严
重旱情， 总队还组织官兵全力开展抗旱救灾工
作。 8月13日， 望城公安消防大队得知新城花都
小区居民饮水有困难后， 立即派出官兵前往送
水， 解决居民生活用水难题。 据统计， 6月以
来， 全省消防部队平均每天出动警力400余人
次、 车辆100多台， 为受灾群众送水600多吨。

涉嫌违纪
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
吴起华被立案调查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乔伊蕾）记者今天从省纪委
获悉，近日，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起华因涉嫌违纪问
题，被省纪委立案调查。

吴起华，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
员。 1998年1月至2000年2月任零陵师专党办主任，2000
年2月至2001年12月任零陵师专党办主任、 校长助理，
2001年12月至2002年10月任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
校长，2003年4月至2004年12月任零陵学院党委委员、院
长助理，2004年12月至2006年5月任湖南科技学院党委
委员，2006年5月起任湖南科技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我们班有105个同学”

———问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二 本报8月15日讯 （通讯员 王蕾 记者 唐爱
平）8月12日，省发改委作出批复，同意省住建厅
提出的《湖南省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实施
方案》，计划再投资18495万元，解决3864户以船
为家渔民上岸安居问题。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渔民解困工
作，“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取得较好成
绩。 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2亿多元，在全国率先
解决了4606户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定居和4793户
渔民危房改造问题。 此次“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
居工程”计划再推动3864户渔民上岸，其中符合
中央2万元补助标准2301户，符合中央7500元补
助标准1563户。

按照计划，2013年实施2万元补助标准1500
户， 投资9000万元；2014年实施2万元补助标准
801户，7500元补助标准1563户，投资9495万元。

再投1.8亿元
助3864户渔民上岸安居

郴江河治理
初见成效
8月13日，郴州市

区郴江河爱莲湖碧波
荡漾，景色宜人。该市
从去年开始实施郴江
河综合治理工程 ，目
前已初见成效， 将于
今年完工，“郴江幸自
绕郴山” 的如诗画面
将重现郴城。

范湘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