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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或增校区 天河多所小学变“大”

有校长表示：缓解多年来校舍紧张问题，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

专题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焦何结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焦何结 唐硕 李丹

近日， 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

布一则招标公告， 天河区教育局拟投入

5565.46万元， 对骏景小学进行改扩建。

记者发现，今年以来，天河区有多所小学

扩容， 以应对日渐扩大的学生规模。 其

中， 华阳小学和龙口西小学各新增一个

校区， 华景小学和骏景小学在现有校园

内进行扩改建。

今年，天河区教育局为了缓解华阳小学

场室少、活动空间不足、学生数量多的压力，

调整了天润校区

（ 天寿路

20

号）

给华阳小学

办学。 这就意味着华阳小学在原来的天河东

校区、林和东校区、华成校区的基础上，新增

天润校区。 此前，华阳小学校长周洁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天润校区占地面积

1 万多平方米，整体配套完善，户外活动空间

大，课室更加宽敞。 目前，学校正在有条不紊

地开展天润校区空间文化建设，包括校门和

校园布局的改造。 新校区总体可容纳 24~30

个班。 下学期，六年级和新入学的一年级的

部分班级将安排到该校区就读。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由于广州中学

搬离帝景

（ 龙口）

校区，从今年暑假开始，该

校区将借给龙口西小学使用，这一决定使龙

口西小学从原有的三个校区

（ 穗园、龙口、瑞

安）

的基础上，增加了帝景校区。 龙口西小学

校长陈武透露，“帝景校区原本就是教育用

地，不需要大修大改，设备和功能室都比较

齐全， 拥有两百米的跑道和两个篮球场，教

室和各类专用场室宽裕。 天河区教育局半年

前已提前谋划，开办资金、校舍维护、教师办

公设备、学生课桌椅等已经安排就绪。 ”

和华阳小学、 龙口西小学新增校区不

同，华景小学和骏景小学为了应对校舍紧张

的问题， 选择在现有校园内实施改扩建工

程，增加办学空间。

今年 1 月中旬，华景小学北校区开始在

现有围墙范围内进行改扩建，利用有限的土

地资源增加教学用房，改善办学条件。 招标

公告显示，施工面积达到 11626.7 平方米，工

程的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栋新综合楼，建筑

面积 1943 平方米；新建一栋可作教学使用的

办公楼，建筑面积 1512 平方米；新建地下车

库、门楼等。全部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

工。

骏景小学扩改建工程刚结束招标，该项

目建设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5565.46 万元。 据

了解，骏景小学新建综合楼位于现在的操场

附近，总建筑面积为 7016.50 平方米，为地下

一层和地上五层的公共建筑。 首层架空，作

为风雨操场。 二至五层为教学辅助用房及教

师办公室。 届时，校园西侧后门将改造为学

校正门，并新建围墙工程。 该工程项目拟于

2021 年 4 月交付使用。

新增校区或改扩建，

改善办学条件

近年来， 天河区义务教育阶段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 小学办学空间不足

的问题已累积多年。

2018 年龙口西小学公布的招生

计划为 28 个班，一个年级的班级数量

甚至超过了一些学校全校的班级数

量。而华阳小学在扩班招生的压力下，

不得不把老师办公室改建为课室。 华

景小学共两个校区，设计规模为 54 个

班。如今，华景小学的班级数量已增加

至 86 个， 远远超过当初的设计规模。

骏景小学设计规模为 24 个教学班。十

几年来，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目前

已有 35 个教学班。自 2008 年至今，由

于场地不足，骏景小学一直都是“零借

读”学校，只招收地段生。 但地段生多

且同处于一个小区，分流困难。学校不

得不将原有专用室改作课室， 造成专

用场室严重缺乏。

据骏景小学校长乐理明介绍， 早

在 2008 年， 学校就有意向建新楼，

如今才算计划落成。 “此次改扩建工

程施工期间， 学校操场会被挖空， 变

成地下停车场， 上面再重新铺设草坪

操场。 学校旧教学楼旁将建一栋五层

的新楼， 这样就可以容纳每个年级 7

个班共 42 个班的规模。 另外， 学校

的基本专用场室也可以补充完备。”

今年新增帝景校区后， 龙口西小

学校长陈武表示，“今年九月的新学年

开始， 我们拥有的四个校区能够较好

地满足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需

要，缓解学校多年来的校舍紧张问题，

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

校舍紧张问题已累积多年

记者了解到， 天河区公办小学扩

容的最直接原因是招生规模不断扩

大。近年来，天河区公办小学招生规模

逐年递增， 据天河区教育局公布的招

生计划显示，2018 年全区公办小学在

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 42 个班。而今

年，全区公办小学计划招生 334 个班，

比去年招生计划增加了 16 个班。学校

扩招与天河区大力发展教育， 为市民

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有密切关系。

陈武表示，“这几年， 天河区教育

的优质均衡发展， 显著的教育成果有

目共睹，龙口西小学经过 20 年的发展

成为深受孩子喜爱、家长满意、社会认

可的优质学校， 这可以成为天河教育

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 ”

街坊杨女士的小孩正就读于骏景

小学，听闻学校即将扩改建的消息后，

她说：“如果是在现有校园内能扩建，

那是件好事， 能让更多适龄儿童有机

会入读骏景小学， 让更多孩子享受学

校的教育资源。 ”

优质教育资源受家长青睐

据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

天河区人口一直呈净流入状

态， 有入学需求的户籍适龄儿

童数量不断增加。 随着“全面二

孩” 政策的推进，2021 年后，适

龄幼儿入学高峰逐渐从学前教

育阶段转移到义务教育阶段，

小学学位需求将继续增多。

除了想方设法为中心区域

的热门小学扩容外，今年，天河

区还借助先烈东小学、 华阳小

学等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作用，通过组团发展、名校带动

等举措，新增 4 所公办小学

（ 天

河第一小学、 天河区奥体东小

学、天河区志远小学、天河区天

英小学）

，共增加优质学位 4050

个， 今年 9 月将开办一年级 11

个班。

学校扩容， 师资力量如何

跟得上？ 天河区教育顾问、广州

中学首任校长吴颖民此前接受

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

河在加大投入学校的建设和改

造时， 也十分重视培养优秀教

师。 去年公布的特级和正高级

教师，天河数量最多。 此外，天

河也通过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吸引更多优秀老师加入。 ”

今年 6 月， 天河区教育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60 多名编

外聘用制专任教师， 涉及到全

区近 60 所公办中小学。 其中，

龙口西小学招聘 21 名教师。

“深厚的人文环境， 优越的工

作待遇， 先进的办学理念， 实

现青春梦想的机遇， 吸引了一

大批优秀毕业生和骨干教师来

我校应聘任教。 而学校先进的

办学理念、 完善的教师发展共

同体策略、 教科研一体化的专

业平台， 打造了一支有理想信

念， 有扎实学识， 有道德情

操，有仁爱之心的教师团队，受

到广大家长的高度肯定。 ”陈武

如是说。

增加优质学位

扩充师资队伍

应 对

新增

校区

扩建

华阳小学学生家长钟女士告诉记

者：“下学期六年级要搬到天润校区。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们班有个别家长

因为家住得离学校远而发出声音的，

但是大部分都支持学校的安排。 ”

市民杨女士的孩子明年将即将成

为龙口西小学一年级学生， 按照学校

如今的安排，将入读龙口校区。 对此，

杨女士表示，“从今年开始入学的孩子

只需要变换两个校区， 不用三个校区

轮换，对于家长来说接送更方便了，学

生的体验也会更好。 新的一年级分流

到两个校区后， 学校在管理的流程上

可能也更顺畅。”同时，作为家长，杨女

士最关心的是学校将采取哪些措施，

帮助新招聘的教师尽快熟悉情况。

龙口西小学穗园校区。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摄 华阳小学新增校区天润校区。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