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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更多学校在分班上实行阳光化操作

看看各校是如何均衡分班的
考虑男女生比例、面谈等均衡分班
也有学校在小学一年级均衡
分班上不是通过抽签方式进行，而
是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后进行分
班。镇海区一公办小学采取的就
是这种分班方式。
学校主要考虑男女生比例、家
庭住址、面谈观察时打分、毕业幼
儿园的比例等，达到每个班级的相
对均衡。
为什么要面谈？该校校长介
绍，面谈主要是对学生的基本情况
做简单判断，
采取二对一的方式，
一

名老师与一名学生交谈，另一名老
师负责观察和记录。老师主要看孩
子的专注度如何，是否小动作比较
多，
能不能坐得住；
语言表达能力如
何，
是否善于交流，
是偏外向还是比
较内向；肢体协调能力如何等。对
于不太坐得住的、
特别内向的、
肢体
协调能力比较差的孩子，做一些标
记，
分班的时候平均分到不同班级，
避免比较集中的情况出现。
“最后的结果，在客观条件上
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
该校校长说。

高新区实验学校分班现场。通讯员供图

马上就要开学了，对于幼升小和小升初的学生家长来说，在孩子进入新学
校之前，最关心的莫过于孩子会进什么样的班级，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今年
7 月，市教育局发布了《做好义务教育学校均衡编班工作的通知》，就小学新一
年级和新初一如何均衡编班给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之后，各区县（市）教育
局也发布了具体实施细则。新学期分班出现了更多阳光化操作的案例。

用乒乓球抽签，
“一球定 6 年”
记者了解到，新一年级分班多
采用随机方式，以抽签为主，也有
学校采用的是多维度考量下的随
机分班制。
高新区实验学校在一年级均衡
分班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经验，他们
把分班模式称为“一球定 6 年”。简
单来说，就是开学前邀请新一年级
的家长来学校抽签分班，因为抽的
是乒乓球，
所以称为
“一球定 6 年”
。
高新区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翔
云校区执行校长陈佳美介绍了具
体做法：
先把学生分成 4 组，分别是男
生大龄组、男生小龄组、女生大龄组
和女生小龄组。这样做的主要考虑

男女生比例及年龄上的相对均衡。
4 个组别确定好以后，
将每个组
别的人数对应乒乓球数量，并按照
班级总数平均分配。打个比方，男
生大龄组共有 70 人，
班级共 7 个，
则
70 个乒乓球中 1-7 号各 10 个，
家长
在其中进行抽签。如果不能平均分
配，则各个组别在不同的号码段上
进行分配，
保持总体均衡。
整个过程，学校邀请公证人员
进行现场公证。
“一开始，家长也有些不信任，
担心实际操作中的公平性问题，慢
慢地，参加过现场抽签的家长，都
理解了学校均衡分班的初衷，整体
氛围更加和谐。
”
陈佳美说。

向榜样致敬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两优一先”风采展示（一）
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召开“两优
一先”表彰大会，对 6 名共产党员、5 名党
务工作者和 2 个基层党组织，分别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
、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号
召全体员工感受榜样风采，汲取精神力
量，对标先进，扎实工作，为推动兴业银行
宁波分行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

榜样的力量 敢担当善作为

抗台期间24小时值守，
冒着风雨赶赴网点，
进行现场检查监督、查漏补缺，
把员工和客
户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确保各项金融服务
保障工作安全有序运行，
充分发挥了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他政治坚定、思想先进、服务
人民，
于2021年获得了宁波市
“五一劳动奖
章”
。

堡垒的力量 以学促做凝共识

先进基层党组织：机关第二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叶沙沙，
她作为一名 80
该党支部紧紧围绕分行业务稳健发展大
后青年党员，
13年以来矢志不渝扎根基层一
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线窗口，
在现金岗、
开户岗、
结算岗、
外汇岗、 员先锋模范作用，重在夯实支部基础工
远程授权岗、
事后监督岗等各类工作岗位上
作，营造和谐发展氛围，努力创建学习型
以良好的服务水平、过硬的实操能力、扎实
党 支 部 。 强 思 想、凝 共 识、增 强 政 治 定
的理论知识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她急客
力。支部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活动，强化
户所急、
想客户所想，
努力践行
“我为群众办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增强党员同志的
实事”
，
积极研究企业开户流程，
努力缩短开
思想认识，提高党性修养和综合素质。通
户时间，
提升客户体验感。她在 2020 年分
过个人自学、集体研学、专家导学、实地观
行辖内柜员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并被授予
学相结合的形式创新学习机制。严格学、
“开户小能手”
称号。
扎实学，提升学习水平。支部持续推进
优秀党务工作者：
童均健，
他作为机关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坚持学做结
第一党支部宣传委员，
恪尽职守，
务实肯干， 合，以学促做，要求党员同志们能够做到
学原文、读原文、悟原理、学深悟透。在兴
无私奉献，
全身心投入到党的政治路线宣传
业银行宁波分行学习强国积分排行榜前
和为群众服务的具体工作中。为做好台风
20 名同志中，支部党员占据一半席位。
“烟花”
防御应对工作，
他投身一线部署防汛
陈超俏
险情排查，
落实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他在

新初一按“S”型均衡编班
市教育局就做好义务教育学
校均衡编班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初
中起始年级编班按照各区县（市）
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某一次考试
成 绩 为 依 据 ，按 照“S”型 均 衡 编
班，
确保各班生源基本均衡。
所谓“S”型编班，即学校根据
初一新生在小学六年级某次确定
的考试成绩排名，假设共有 5 个
班，则第 1 名到第 5 名依次分到 1、
2、3、4、5 班。一轮分配完成后，按
照 5、4、3、2、1 顺序分配第 6 至 10
名学生，以此类推，形成“S”型，这
种分配方法能确保每班学生成绩

分布相对均衡。
实际操作中，学校考虑到男女
生比例等客观因素，也会在最基础
的“S”型分班中植入更多元素，不
同学校就有了细节不尽相同的分
班方式。
北仑区庐山中学根据 2021 级
初一新生的小学毕业考试成绩、
男女
生比例等情况实行
“S型派位”
，
均衡
地将新生分成 12 个模块。北仑区
新碶中学则均衡了各班的男女生比
例、原毕业学校、各分数段人数、总
平均分、
各学科平均分等多种因素，
将全部新生均衡分成了10个模块。

如何保证教师分配均衡？
在均衡分班中，家长们关心的
另一个问题，是师资的分配问题。
一个年级组中，总有情况不同的老
师，有的年纪大经验丰富，有的年
纪轻精力充沛，有名师、有骨干、有
名班主任，也有普通教师。如何实
现师资尽可能均衡分配？对此，各
校基本采取了新老搭配，名师、骨
干与普通老师搭配的方式，尽量保
证师资的平衡。
学校在后期的教学上也往往
实行教科研、团队备课和作业的年
级统一，这样，尽管不同教师之间
有能力的差异，但整体上保证了学
校教学的同步性。
今年，北仑区在新一年级老师
的分配上采取了现场抽签的方式，
均衡力度非常大。
8 月 25 日下午，北仑区新碶中
学举行了 2021 级七年级新生阳光

分班仪式。现场，有 150 余名家长
通过自主报名参加分班仪式，共同
见证监督阳光分班的全过程。
“学校综合考量了每位老师
的教学经验、班级男女教师比例、
新老教师搭配等因素，均衡配置
了教师团队，确定班主任及各科
任教教师名单。”校长乐纳红详细
介绍了学校阳光分班方案，
“ 我们
提前将每个教师团队的编号装进
信封，由家长代表上台通过随机
抽取的方式，确定学生和教师团
队的搭配。”
北仑区庐山中学在对学生进
行
“S 型派位”
分成 12 个模块后，按
照新老搭配、强弱结合的原则，配
置了各个班级的教师团队，最后由
每个模块的家长代表现场制签、抽
签，按照顺序抽取每个教师团队的
对应班级。

家长声音：
均衡编班给家长“减负”
家住高新区的刘先生有一儿
一女两个孩子，小女儿马上要上小
学一年级。一开始，他和多数家长
的心态一样，想过要不要找人打听
下学校的分班情况，再想办法尽可
能进好一点的班级，但最后他还是
选择了顺其自然，因为学校实行了
均衡分班。
“均衡分班挺好的，至少减少
了家长的焦虑。让孩子在透明的
政策下走入新学校的大门，是一个
不错的开始。
”
刘先生说。
胡先生家住江北，女儿马上要
读初中了，对于分班，一开始他也

有点忐忑，不知道有没有实验班、
火箭班之类的，担心教育资源在分
班过程中有倾斜。后来学校明确
实行平行编班，还邀请家长代表现
场观摩分班过程，他心中的疑虑彻
底打消了。
“而且班主任也是现场盲抽，
谁
先抽，
然后抽到哪个班级，
事先都是
不知道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减轻
了家长的负担，不用再四处‘打招
呼’，为分班绞尽脑汁；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教育的公平。
”
胡先生说。
记者 王伟 李臻 樊莹
通讯员 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