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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孝军 记者 韩成玺）近日，乐至县大佛中
学美术老师陈朝梁创作的版画作品《雪域晨光》入选第
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版画展区。

陈朝梁告诉记者，《雪域晨光》素材源于他在阿坝州
的一次采风活动。当时碰巧赶上当地举办盛大的节日
活动，于是他将现场画面记录下来，然后采用版画的形
式，生动形象地还原了那时的场景。

“2018年暑假，从早上七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多，除了
期间吃饭休息一会，其它时间都扑在创作版画上。”陈朝
梁说，刻画了十余天就将第一版《雪域晨光》刻画好，但
第一次拓印出来的版本效果不理想，于是他准备再构思
学习后重新修改刻板。2019年春节期间，陈朝梁终于将

《雪域晨光》刻板修补好。“现在送去参展的是第二版，人
物细节和画面质感相较前版都有质的提升。

“对版画的兴趣就是自己创作的动力，以后会继续
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作品能入选全国美术展，给
予了陈朝梁莫大的鼓励。

据了解，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我国最
高水平、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
性美术大展。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版画展区将于 9月 23
日在成都开展。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端正衣冠、朱砂启智、
开笔写“人”、击鼓明志、行礼拜师......近日，雁江
区马鞍九义校为一年级新生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开笔礼”。

据介绍，“开笔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
识字习礼启蒙的一种形式。按照传统，学童会在
开学第一天早早来到学堂，由启蒙老师讲授最基
本、最简单的人生道理，并学习读书、写字，然后参
拜孔子像，这样才算是正式入学。这一仪式俗称

“破蒙”。
马鞍九义校的老师表示，用这种充满仪式感

的方式为孩子们举行一次尊师崇礼的启蒙教育，
目的在于激励学子们珍惜读书机会、勤奋学习，让
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和
体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问
题已得到有效缓解，预计2020年将全部化解56人
以上大班额。

日前，记者来到雁江二小，一年级的新生正坐
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今年我们学校一年级招收
8个班，每个班55人，一共440名学生。”雁江二小
校长张一鸣告诉记者，目前，雁江二小有48个班，
共有学生2635名，平均班额54.9。学校55人以下
的班级共41个，还有7个班将在2020年秋季全部
化解为55人以下的班级。

“2017 年初，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共有大班额
1595个，其中超大班额738个，预计到2020年能全
部化解。”据市教体局副局长张捷介绍，为化解大班
额问题，我市各县区分别制定了详细的规划。近两
年来，全市投入资金近12亿用于化解义务教育阶
段大班额问题，新增学位3万余个。通过几年持续
不断的努力，我市超大班额问题已全部化解。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仍有
600余个大班额问题未得到化解，下一步，我市将
采取扩大城镇教育资源、完善学校规划布局、合理
分流学校生源、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等措施，进一步
推进化解大班额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明）近日，资阳环境科技职业
学院举行首届新生军训汇演，展示14天军事训练
成果，勉励1300余名师生在新的学习生活中创造
更大的成绩。

当天上午 8时，伴随着《解放军进行曲》，6个
分列式方队整齐划一地走过主席台。随后，学生
们表演了擒敌拳、应急棍术、捕俘刀术……他们以
蓬勃的朝气和标准的动作赢得阵阵掌声。学校还
对军训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了表扬，勉励同学
们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学习中以军人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

“从散漫到自律，这为我以后的学
习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明白
了，作为一名大学生要严明纪律，也明
白了什么是团队荣誉感。”许多新生表
示，军训让自己收获颇丰。

□ 本报记者 黄永刚

今年 43 岁的熊永红是乐至县回
澜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他已经在讲
台上度过了 24 个春秋。熊永红出生
在教育世家，一家三代人都为教育事
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近日，
记者走进这个家庭，聆听他们的故事。

熊永红告诉记者，在祖辈的耳濡
目染下，家里三代人，有 6个是中小学
教师，祖父熊兴隆、父亲熊宗宇已经退
休，妹妹熊永华、妹夫蒋海峰在土桥九
义校分别教语文和数学，妻子刘春艳
在吴元鑫小学教语文。

一家 6 人是人民教师，这让已是
92岁高龄的熊兴隆甚感欣慰和自豪。
1957 年，熊兴隆在回澜镇爆花村民办
村小担任教师，教三个班的所有科

目。“那时候农村教学条件非常落后。”
熊兴隆回忆道，一个班 30 多名学生，
租私人的房屋当教室，学生的桌椅板
凳都是借来的。

1981年，熊兴隆退休后第二年，儿
子熊宗宇接过他手中的教鞭，先后在
爆花村村小、海慧寺村村小担任教
师。“学生比以前多了些，但条件还是
比较艰苦。”熊宗宇回忆，海慧寺村村
小一共有 5 个班，开学遇到学生桌椅
板凳不够时，还得找来旧桌椅板凳修
好后供学生使用。

熊宗宇说，当时教书最担心的就
是下雨，道路泥泞难走，孩子们来上课
一身都是泥，他会备好衣裤让孩子更
换，多做点饭菜和孩子们一起吃。

谈起教师情结，熊永红坦言跟父亲
的熏陶不无关系，“小时候，看着父亲在讲

台上的样子，就想着自己以后也要成为
一名教师。”1995年，熊永红从内江师范
学校毕业，如愿成为一名“园丁”。

“与父亲相比，我这一代可
能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
教 学 方 法 上 有 较 大 的 改
变。”熊永红说，电脑、多媒
体、PPT等已经成为现代教
学的重要工具，学生获得
的是全新的体会和感悟，
他会摸清学生的性情，主动
交流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

现在，学校的办学条件、
校园环境越来越好，教师的待遇
也明显改善。熊永红觉得，教师已
真正成为人们向往和尊重的职业，这
更加坚定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师资变
教师队伍提质增活力
9月 5日，记者走进资阳市外国语

实验学校，朗朗读书声阵阵入耳。在
高一八班，新入职教师何婷婷正在为
学生讲解地理知识。“我觉得老师十分
幽默，我们都很喜欢她，她年龄和我们
相差不大，解答问题的方式很有趣。”
该班学生王婷说。

“在日常生活中我都会有意识地
收集地理相关知识，并在课堂上利用
起来，让学生们更有兴趣学这门学
科。”何婷婷告诉记者，她平时不仅会
多看书，还会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专
业知识能力，以及与学生交流的能力。

据了解，为了让新入职的 21名教

师尽快熟悉岗位，该校加强了对青年
教师的指导，做到“以老带新，以新促
老”，并制订管理办法以明确导师、青
年教师在教师培养过程中的责任和权
利。

自教师节于 1985 年设立以来，
30 余年间，我市教师队伍取得了长
足发展。记者从市教育和体育局了
解到，近年来，教师准入门槛不断提
高，从以前的师范生毕业包分配制
度走向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教师，
将取得相应层次、学科的教师资格
证作为教师入职的必要条件之一。
新 入 职 教 师 除 了 参 加 校 内 教 师 培
训，还会参加由各县区教师培训中
心组织的新招聘教师培训活动，让
教师在入职之初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念，并尽快投入到教学中。
除了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资阳也

正着力改善基层教师的住房条件。在
安岳，为了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困难，
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稳定农村
教师队伍，该县县委、县政府将教师周
转宿舍项目纳入教育条件改善“三年
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 年）。350
套暖心房，将陆续让周边农村教师们
告别蜗居生活，安居乐教。

校园靓
现代化校园建设添底气

在资阳，学校的一花一草、一步一
景，都是独特校园文化的展现。9月 5
日早晨，321国道上的雁江区明德小学

开始了新一天的课程。在红蓝相间的
操场上，孩子们伴随韵律做运动，活泼
又可爱。

校园美了，教学设备也更加先进
了。据了解，明德小学共有 382 名学
生，各类设备设施配备达标，其中数学
科学仪器配备率达 98.38%，音、体、美
器材配备率达 96.42%，学生人均体育
运动场馆10.75平方米。

在该校少年宫活动广场，美术教
室、图书室成了孩子们钟爱的小天
地。“这是孩子们制作的脸谱画、文
化衫，教室全是他们自己布置的。”校
长李洪根告诉记者，得益于国家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硬
件设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学校有
了培养孩子们特长的专门场所。

“我特别喜欢我们的学校，尤其是
美术教室，因为里面各种图画让我感
觉到很神奇，我特别想去学。”五年级
学生李奥翔告诉记者。

明德小学的现代化校园只是全市
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乐至县，各
学校大力发展“以球润德、以球健体、
以球启智”校园足球文化。从 2015年
至今，乐至已建设草坪足球场 6块，改
扩建学校运动场地 30余块，满足了校
园足球的场地需求。

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完成“全面改薄”目标任务，我市不断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边远农
村小学、教学点办学条件，不断缩小学
校、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为教育扶
贫及迎接国家和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高分达标通过，提供了强有
力的基础保障。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我市全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金秋九月，走进资阳城乡间
的一所所学校。整洁一新的校园
里，师生们穿梭在一幢幢教学楼
之间，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工作目标，
自上而下全面促进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缩小城乡办学差距，制
定“全面改薄”实施计划、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教育事业不断
发展，孩子们不仅“有学上”，还
能“上好学”。

□ 实习生 杨威 本报记者刘佳雨

乐至美术老师版画作品入选全国美术展

一家杏坛人三代园丁情

雁江二小一年级新生。

预计2020年
我市大班额全部化解

朱砂启智快乐成长

雁江区马鞍九义校
举行开笔礼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举办首届新生军训汇演

陈朝梁创作的版画作品《雪域晨光》。

熊永红（后排右一）一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