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1 日，宁远县鲤溪镇中心

学校组织开展绿化校园植树活动。 天

气很冷，但师生们却干得热火朝天。

乐水旺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屈晓军）

80块制作精美、气势恢宏的漫画《孔子说》浮雕

于 3月 13日在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徐特立馆展

出。 这是国内首次将孔子搬上浮雕。

该浮雕创作指导老师钱正财说：“去年秋

季，拜读了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的漫画

作品《孔子说》，被其生动的情节和优美的画面

深深打动，遂产生了让学生制作浮雕的想法。 ”

钱正财于是和长沙师范专科学校美术动画系

的 80名学生对照蔡志忠先生的原著， 勾勒线

条，经过制板、描图、制模、烘干、烧制等十几道

工序，前后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 80块浮雕。这

些浮雕，主次分明，情节生动，每一个人物、每一

个场景都与原著漫画环环相扣，述说着孔老夫

子那些流传千年的至理名言。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为更好地宣传孔子、

宣传国学，拟将这 80 块浮雕按顺序做成浮雕

墙， 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校园景观供学校师生

和社会各界人士学习参观， 让孔子和国学走

进人心。

《孔子说》浮雕在长亮相

炎陵硬性规定警察校门值守时间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正平） 一份冬瓜炖

排骨 4元，半份南瓜 1元，饭 0.6元，这是湖南

省高校食堂质量价格检查督导小组杨世忠组

长 3 月 7 日中午在南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吃的

一顿午饭。

湖南省教育厅为了稳定学生的就餐质量

和价格，在全省开展了高校食堂大督察行动，

要求各地高校一定要切实维护好学生的利

益，让学生吃好，吃饱。

本报讯（通讯员 李德祥） 笔者从日前召

开的 2011 年邵阳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获

悉， 该市 2011 年基础教育工作将紧紧围绕

“一个核心，六个重点”开展，即以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为核心， 突出抓好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实事项目园建设、校园

文化建设、课堂教学改革、中学学业水平考试

和规范办学行为六个重点， 不断提升基础教

育发展水平。

邵阳市基教突出

一核心六重点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3 月 9 日，岳麓

区学校安全工作大会在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

学召开，近 300 名中小学校长、书记、安全专

干，集体学习了消防知识，以增强他们的消防

意识，警钟长鸣。

在绷紧学校负责人安全弦的同时，岳麓区

还倡导学生自愿担任消防安全小卫士，4 万多

名中小学生已签署协议。小卫士们不仅要主动

学习消防知识，还要负责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向

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传播。

为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该局今年要求

各学校、幼儿园每周应进行一次面向全体学生

的安全知识教育；强化安全管理，加强楼道、宿

舍、食堂、门卫 4个重点部位的管理，加强假前

假后、上学放学、上下课和夜间 4 个重要时段

的管理；加强硬件建设，完成全区所有校舍危

房维修加固和重建任务，区属学校全面建成学

生直饮水系统，保障师生饮水安全。

我省开展

高校食堂大督察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新平） 3 月 9 日，炎

陵县“护卫天使行动”———女警护学岗在城南小

学启动。 活动旨在通过设立一批女警护学岗，发

挥女民警特有的亲和、温柔、细心，通过人性化、

温情化的管理和服务，警校联手，警校共管，共同

维护好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加强交通指挥疏

导，缓解交通拥堵，引导学生安全过马路，宣传文

明交通常识，引导全社会形成“文明交通从我做

起、从小做起”的良好风尚。

交警队的领导表示，从当日开始，安排警

力于每天上学、放学四个高峰时段对学校学生

进行安全护卫，并对学校周边地区进行治安巡

逻和交通秩序维护，并明确规定放学前后半小

时内，学校门口必须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

此举的启动实施，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有效消除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家长的忧虑心

理，为广大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和

良好的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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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高伟）“请家长们放

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护您家小孩在学校

的安全，同时也请你们配合、理解我们的工

作。”新学期开学后的每天早上，市民送学生

进入溆浦县三完小校门就会被正在执勤的

保安“挡”在校门口，新上任的专职保安耐心

地向他们解释校园安全管理的新制度。这批

共 85名的校园保安， 是由县教育局统一招

考、并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过专门训练的专职

保安。他们统一着装，统一到各学校上岗，为

校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护墙”。

专职保安上岗前，县教育局举行了隆重

的交接仪式，副县长陈正平要求校园保安员

们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主动为师生服

务，努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教育局局长陈

昌礼要求每位保安恪尽职守， 认真履职，确

保广大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过去，一些学校由于疏于管理，校园保

安往往素质不高，或由学校老师兼任，校园

安全存在漏洞。 为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及其

周边的安全管理工作，2010 年， 溆浦县委、

县政府组织召开会议，就校园安全工作进行

了专题研究， 并投入近 300 万元资金落实

“三防”建设。 今年 1 月，教育局与和邦保安

公司签订保安委托培训合作协议，并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了 85名首批入校的保安人员。

在配强保安力量的同时，该县公安部门

还在城区学校设立了“交警护学岗”，并将城

区学校和农村集镇中学、中心小学视频监控

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纳入城市治安电子防

控系统工程，建立起立体的校园安全防护网

络，确保学生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亮波 游军） 3 月 10

日，益阳市资阳区召开教育宣传信息暨办公室

工作会议， 各中小学近 50名教师及通讯员参

加。会议重点部署了今年全区教育宣传工作任

务，并对教育宣传工作优秀个人和单位进行了

表彰。

会上，区教育局副局长崔奇志总结说，教育

宣传工作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去年资阳

区教育宣传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在市级以上媒体

共发表作品近 600篇，涌现出大批教育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和单位。 今年，要始终坚持“服务教育、

支持教育、推动教育”主旋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让社会各界关注教育、理解教育、支持教育，

促进资阳教育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资阳给力教育宣传

溆浦首批专职

校园保安正式上岗

岳麓区给校长敲消防警钟

本报讯 （通讯员 尹冰） 为迎接中国共

产党建党 90 周年，近日，洞口县全面启动中

小学“光辉的旗帜”读书、实践、征文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读红色经典、征文评选、专题讲

座、唱革命歌曲、看红色经典影视等方式，让

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体验党的光荣、伟大，增

进对党对祖国的感情。

洞口高扬主题迎七一

放学前后半小时

校门必须见警察

本报讯（通讯员 唐亮） 近日，会同县纪

委副书记粟作金专程看望该县地灵乡中心小

学的全体女教师，并给曾因救火受伤，获“全

国好少年”、“湖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

誉的女教师李秋林送上慰问金。

会同县领导

情系英雄女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李德祥） 最近，邵阳市

大祥区 900余名女教师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该区教育工会为女教师每人购买了一份女职

工特殊疾病保险，这是该区教育系统实施“关

爱女性健康，提升生命价值”爱心工程的举措。

大祥区

特殊礼物送巾帼

本报讯（通讯员 姚顺民） 笔者在近日召

开的新邵教育局教研工作会议上获悉， 该县

采用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方式，在配齐小学、

初中、高中各科目的教研员的同时，还对新教

材实施后高中阶段新开设的通用技术、 综合

实践课也配备了兼职教研员， 走在全省的最

前列。这些新设学科由于有了专门的带头人，

各项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新邵打造教研队伍

▲靖州坳上镇学校的几名学

生用积攒的压岁钱购买了杉木苗

及杨梅苗，送到戈盈村贫困户汤拥

铭（残疾）（左四）家中，帮助他们家

植树造林，营建绿色银行，增收致

富。 马良文 摄

3 月 11 日，共青团溆浦县委在人

民公园内启动“保护母亲河宣誓签名仪

式暨人民公园植树活动”，该县警予学校

少先队员参加植树活动。

杨华 摄

▲

短讯

本报讯（通讯员 黎运洪） 近日，慈利六

中开始推行行政值周听课制度，以助力教师专

业成长。 该校行政值周听课主要特点是不定

时、不通知，在不事前通知上课教师的情况下，

随时推门听课，以此增强教师精心备课、潜心

教研的自觉性； 课中检查学生的学习状况、学

习效果；课后查看教案,即时评课,即时指导。

慈利六中推行

行政值周听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