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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大山深处有书声

校园 安全

——来自武宁县澧溪镇上菁小学师资及基础设施的调查

记者 调查

乡村寒冬，
乡村寒冬
，孩子们上课有点冷
孩子们上课有点冷。
。

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 樊绍红

语文老师兼上体育课。
语文老师兼上体育课
。
（周剑飞 摄）
（周剑飞

坚守：
既当老师又当保姆
多，安排了两位老师任教，教学上勉强能转
得过来。有的教学点因为学生少，就只设一
位老师，上课时只能采用复式教学法，老师
往往刚放下一年级课本，又得赶紧为二年级
学生上课，非常辛苦。教学点的学生绝大多
数是留守儿童，到了中午，老师还得为学生
做饭，有的学生因年纪小，有时大小便拉在
身上还得帮他们换。这里的老师，除了教书
上课，还是孩子们生活上的保姆，放学时的

安全员。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都教
学点都没有音体美老师，学生的音乐、体
育、美术课都由语文课或数学课老师兼，但
有的老师因为年龄比较大教不了，这门课
程就只有空缺。有的教学点采取送课的方
式，每个学期安排中心小学的老师来上几
节音体美课。即便这样，也不能满足每个
教学点的要求。

因各种原因不来了，
我们为此也很头疼。”
刘副局长介绍，武宁县大大小小的教
学点有 170 多个，为了留住教学点的老师，
武宁县教育部门尽可能为老师提供生活上
的便利。比如，每个老师都有一间 35 平方
米左右的宿舍，里面装了空调、电视机。教
学点的老师全部与片区小学或乡镇中心完

小的老师住在一起，为方便老师到上课，还
为每位老师配备了一辆电瓶车。可是，因
为教学点时间长、责任大、条件艰苦，仍然
无法吸引老师。2015 年起，武宁县教育局
与九江职业大学定向培养师范生，希望师
范毕业生扩充到乡村教师队伍中来，缓解
师资力量的不足。

困惑：
老师如何把根留住
陪同浔阳晚报记者采访的武宁县教体
局副局长刘大力介绍，由于教学点位置偏
远，老师很少有时间照顾到家人，加上条件
艰苦，年轻的老师难待长久。各教学点 90%
以上都是女教师，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很多
是大龄未婚青年，有的女教师在家人的逼婚
下只好辞职。
“每年暑假过后，就有一些老师

期盼：
给山区孩子送一份温暖
盛副校长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山区教
箱、餐桌椅等生活设施。”
学点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很难有好的读书
学校的王老师也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
环境。
“ 上菁小学地处山区，冬天异常寒冷， 孩子饮水安全也令人担忧，他每天烧水给孩
教室人少，孩子们空荡荡里上课时冻得直
子们饮用时，发现水很浑浊，而且还有不少
打哆嗦，如果有条件的话，在教室安装一台
沉淀物，他担心孩子们喝这样的水会影响身
取暖设备，让孩子们有一个温暖的学习环
体健康。如果能购置一台净水器，孩子们就
境就太好了。其次，孩子们中午在学校用
可以喝上干净的水了。
餐，没有因为餐桌，只能围在一张乒乓球桌
浔阳晚报记者在市教育局了解到，农村
上用餐。因为没有冰箱，每到夏天，孩子们
教育这些短板得到市委高度关注，市委提出
带来的菜品也没法保鲜，迫切需要添置冰 “三派三服务”的号召，组织城区优秀老师到

山区支教学校进行驻点一年支教。2017 年
要求我市各县（市、区）的教育部门高度重
视，目前已派出 274 名支教教师到农村学校
支教，支教老师不但送去了先进教学方法和
教育理念，同时补充了农村的师资力量。今
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提案关注到农村教
育，对“农村教育均衡化发展”
、
“推进农村小
学素质教育”
、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
“ 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等问题积
极建言献策。

名师 优课
市特殊教育学校

开设中式面点职业教育
本 报 讯 ( 吕 余 锋)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坚
持以贴近生活、求真务实、培养拥有一技
之长的有用人才为宗旨，不断探索能适
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之路。本学
期，学校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在继续抓好
文化课教学的同时，尝试在现有专业课
（油画班、园艺班、书法班、汽车美容班、
茶艺班、手工制作班）的基础上，新开设
了中式面点班。
近几年，九江特校通过开展一系列职
业教育课程，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的同时又获得一技之长，为学生回归主流
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生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本 报 讯（黄 彩 云）珍 爱 生 命 ，远 离
毒品。1 月 5 日下午，市十一中学组织
初一部分学生前往九江博物馆参观禁
毒教育基地。
到达禁毒教育基地后，学生们兴致
勃勃，有序排队进场。解说员给同学们
详细讲解了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历史、
毒品的走私、毒品的危害，禁毒工作等
方面内容。同学们认真观看了禁毒教
育片《觉醒》，积极参与禁毒答题并庄重
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通过参观、学习和
亲身体验，学生们了解毒品的基本常识
和毒品对家庭、社会和个人身体带来的
严重危害性，同时增强了自觉防范、抵
制毒品和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当城里的小学生忙着上各种兴趣班、课
外辅导班时，在我市一些偏远的山区教学点
还有一些孩子，
他们不知道钢琴为何物，
甚至
连电脑都没有碰过，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
是书籍。在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只有语文课
和数学课，课程表上的音乐、体育、美术课仿
佛离他们很遥远……市十五届政协三次会议
上，
农村教师师资不足、
缺乏音体美老师的话
题成为众多政协委员提案中关注的焦点，
1月
5 日，
浔阳晚报记者一行从九江市驱车 200 多
公里来到武宁县澧溪镇上菁小学教学点，了
解这里的师生的教学、生活、学习环境，了解
山区教学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上菁小学离澧溪镇约三公里，教学楼是
一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两层水泥楼，
一楼
为三间教室和老师值班室，二楼是村委会的
办公室用。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学生已全
部放学，
空荡荡的教室里放着的十多张桌椅，
只有老师留下的粉笔字板书仍清晰可见。
上菁小学副校长盛以龙介绍，上菁小学
其实只是一个教学点，设有一二年级和学前
班，招收了近 30 名孩子，因为学生人数比较

市十一中

金安高级中学

深化“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教学模式
本报讯（崔志斌）2018 年新年伊始，
金
位老师交流了一年来在初二（2）班实施
安高级中学召开座谈会，专题部署深化 “小组合作学习”的工作体会。她们普遍
“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教学模式的相关工
感到实施小组合作学习，把学习的主动
作。崔志斌副校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初一
权交给学生，教师上课反而轻松了，更关
初二相关班级的 20 多名教师参加会议。
键的是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自学能
崔志斌副校长首先宣读了《九江金安
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明显提高，学生
高级中学深化小组合作学习，
打造
“6 十 1” 更自信更阳光，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而且
金安适合课堂实施方案》。重点阐释了
“6
课堂效率、教学效果明显提升，期中期末
十 1”金安适合课堂中的“6”，指金安适合
考试成绩都优于同等层次的对比班。
课堂的六个维度，
即：
聚焦核心素养、适合
听了她们的发言后，与会的初一（4）
不同需求、紧扣学习目标、学生自主学习、 和初一（5）班任课教师也群情振奋，情绪
小组合作交流、
教师主导调控。
高涨，对下学期即将参加课改实验信心
随后，李岩璞、朱筱梅、蔡灿萍等 11
百倍，充满期待。

湖口二小
召开主题安全工作会
本报讯（曹端胜）1 月 8 日，第二小学
组织召开了“冬季消防、流行性疾病防
控”主题教育安全工作会，严防校园火
灾事故和流行性疾病的发生，确保师生
人身安全。
学校政教处主任李智就楼道值日要
及时到岗，
以确保学生课间安全；
加强晨
检、课检；注意教室通风；课间坐班要坚
守；下雨天放学注意事项等五点安全问
题做了详细说明。副校长周美春针对安
全工作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坐班老师有
事，一定要安排好，学生安全重于一切；
二是早上教师进教室要及时搞好班级卫
生。最后，
校长郑望龙强调：
提倡全体老
师早点到校，
尤其是班主任，
做好学生校
园安全的
“守护神”
。

缤纷 校园
匡庐小学
举办学生口算大赛
本报讯（皮颖丹）为提高学生口算
能力和数学兴趣，1 月 9 日下午，匡庐小
学举办了全校口算大赛,老师和孩子们
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数学竞赛时光。
此次比赛，
由该校数学教研组统一策
划，
先进行班级预赛，
每班选出五名
“口算
小能手”进入年级决赛。15 分钟完成 50
道口算试题，
比赛过程中每位同学严肃认
真。学生们专心思考，
工整书写，
细心检
查的良好学习风貌，
受到在场老师们的一
致好评。一直以来，
匡庐小学语、
数，
英三
个教研组秉承该校教学传统，
积极创新，
举办各种类型的学科竞赛，对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浔东小学
一、二年级口算竞赛
本报讯（李新）为提高学生的数学
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浔东小学于 1
月 9 日举行一、二年级数学口算比赛。
比赛由学校教务处统一组织，
一、二
年级数学教研组具体负责实施。比赛先
在一、二年级各班内进行初赛，
在初赛基
础上每班选拔出10名班内的口算小能手，
参加学校组织的年级口算比赛。赛前，
每
个学生都积极地准备，
。赛时，
学生们认
真答题。经过紧张、激烈的竞争，
一大批
数学口算能力过硬的学生脱颖而出。
通过比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口算
能力，同时学生在争分夺秒的过程中体
会到了时间的宝贵，也是对学生注意
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发展能力的
一种综合性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