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垣集中为
乡镇幼教“换脑筋”

本报讯（通讯员 田洪吉 符兴智） 11 月
21日，花垣县 18 个乡镇公办幼儿园的近 100
名幼教老师集中进行优质观摩课研讨活动。
这是花垣县教育局精心组织 2011 年学前教
育送教下乡活动的举措之一。

此次活动以该县三位幼教优秀教师的三
堂艺体观摩课为契点， 进行幼教教育观念和
教育方法等方面的交流总结。课后，教师们进
行研讨，对照检查自己存在的不足。参加观摩
活动的老师们认为，教育局组织的这次活动，
对大家起到了“换脑筋”的效果，对提高幼儿
教育的质量会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吴扬会） 11 月 21 日，慈利
县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
务主任落实兼课、听课、评课情况的检查通报》，通
报表彰了部分学校校长、书记或教务主任。 因“兼
课”工作不落实，取消少数学校干部年终个人评先
评优资格。

11 月 8 日至 15 日， 该县教育局组织相关人
员对全县各学校校长、书记和教务主任的兼课、听
课、 评课落实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结果显
示，大部分学校校长、书记和教务主任备课数量充
足，授课质量较高，教案环节齐全，有教学后记，有
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情况的记载， 有客观的旁评
和总评记录， 对教师的教学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
示范和指导作用。

同时对极少数学校校长或教务主任没有落实
“三课”工作的人员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个人年
终考核评先评优资格。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程光明）
11 月 24 日—25 日，常德市举办以“着力推进
课堂文化，全面提高育人质量”为主题的第二
届校长论坛， 全市 200 多名中小学校长聚焦
课堂文化建设，为文化植根校园集思广益。

常德市教育局局长诸戈文在演讲中指
出， 常德市学校文化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好的
基础，文化立校、文化强教的影响日益扩大，
今年提出课堂文化建设， 就是要促进学校文
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课堂关系每一位老师
和学生，比班级文化更具广度和深度，只有每

一个学校都看重课堂， 每一位教师都着眼课
堂，每一堂课都有文化味，小小的课堂才能成
为大世界。 他强调， 课堂文化要追求价值品
味，追求民主平等，追求精进激情，追求减负
增效，。

本次论坛还特邀了全国十佳校长、 原山
东省兖州市一中校长杜金山等为全体校长做
学校课改与课堂文化建设的专题报告。

活动期间，200 多名校长来到常德市第
六中学参观校园文化建设， 听取“高效课
堂”。 常德六中的班级文化五彩缤纷、独具特

色， 每个教室的设计都充满浓浓的文化氛
围，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自主开
放的快乐课堂。 这些都深深吸引了观摩校长
们的目光。

在六中的课堂上， 老师不再从头讲到
底，学生不必正襟危坐，可以相互“讲小话”，
老师讲课就像和学生在交谈， 课堂非常活
跃。 校长们纷纷表示，这里的课堂文化味很
浓，课改力度非常大，“学案引导、自主学习”
成为了常态，做到了自主、多态、有效，值得
在各自的学校大力推广。

赫山加强学生用车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曹灿辉 姚长生） 11 月

23 日清晨， 一辆大货车在益阳市赫山区八
字哨镇学校门口送学生上学时被执法人员
现场查获。 执法人员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
育并依法进行了处罚。 这是赫山区近段来
加强接送学生（幼儿）车辆安全管理的一个
镜头。

赫山区现有各级各类在校生 11 万多人，
有近万名学生须乘车上下学。 为保证学生乘
车安全，赫山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校车安全工作。 成立了接送学生（幼
儿）车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由该区教育局，市交警队、区运管所人
员共同组成，区财政每年拨付 10 万元作办公

经费，专门负责全区校车安全的督查工作。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领导小组派出督

查组对全区 12 个乡镇的整治工作进行督
查。 11 月 16 日下午，当得知甘肃正宁接送学
生车辆发生事故后，该区人民政府立即下发
了《关于加强接送学生（幼儿）车辆安全管理
的通知》， 区车辆整治办公室立即电话通知
有接送学生（幼儿）车辆的学校和幼儿园立
即开展接送学生（幼儿）车辆安全隐患排查。
从 11 月 21 日起，利用两周时间，区人民政
府组织区安监局、市交警大队、区教育局、运
管所对该区有接送学生（幼儿）车辆的学校
幼儿园进行安全隐患排查，防止交通安全事
故发生。

沅陵集中整治校用车船

麻阳大力推进
为民办实事项目校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曾川 陆亚） 11 月 20 日至
22 日， 怀化市教育评估团对麻阳 2011 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校（园）建设工作进行评估验收。

市评估团一行深入该县 8所为民办实事项目
校，分别从校园规划建设、装备条件、生均公用经
费、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学校管理、办学水平
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评估检查。 评估团
充分肯定了麻阳县委、 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及投
入力度， 对 8所为民办实事项目校的建设给予高
度评价。

据悉，从 2012年开始，麻阳县委、县政府每年
将拿出 1000 万元资金用于为民办实事项目校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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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课堂文化 提升育人质量

湘西小学语文教师
素养获省赛一等奖

岳阳国际教育交流
如火如荼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卫和 邹四雄） 日前，
岳阳市争取到一项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中英
“校际连线”， 岳阳市跟英国的萨姆塞特郡结成了
伙伴关系，该市 9 所学校和英国的“姊妹学校”开
展“校际连线”项目学校之间，校长、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交流，实施课程共建。

近年来，岳阳市通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
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校际合作之前，岳阳市教
育局已与英国领事馆共同举办了“英语教师培训
者培训”项目，首批选派 60 名教师赴英国培训；有
2 所学校申请了外教聘请资格。 这些举措大大提
高了岳阳市的英语教学水平，拔尖的老师，优秀的
学生层出不穷。 2011 年，全国赴美汉语志愿者项
目录取了 135 人，湖南省录取 10 人，其中岳阳市
4人。

本报讯（通讯员 邓和平 记者 刘伟丹）
校车、船安全问题，必须无条件保障———11 月
25日， 沅陵县召开校车船整治会议， 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谢德明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
学生车船整治会上一脸严肃，不时放出重话。

今年来，全国全省学生交通事故接连不
断，沅陵水、陆交通面广，交通基础设施落
后，全县依赖车船往返学校的中小学和幼儿
接近 5 万人，农村接送学生车船超员、非法
营运、不符合要求运送等现象严重，校园周

边交通环境复杂，诸多不安全形势给沅陵学
生的出行带来很大不安全隐患。

从本月 28 日开始，该县由县政法委牵
头，从教育、交警、交通、安监、农机等部门抽
调人员组成工作组，针对校车船违规、违法
接送现象和校园道路、校车船运行路线安全
隐患问题， 展开为期 20 天的专项集中整治
行动， 对突出问题和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整
治，对违法违纪行为给予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伟 彭南珺） 在湖南省第
二届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暨观摩研讨活动中，
代表湘西自治州参赛的吉首市民族实验学校教师
喜获一等奖。 这是湘西州教师首次荣获该项赛事
的最高奖项。

此次比赛共分朗读展示、书写展示、知识素养
现场答题、才艺表演及课堂教学展示五部分。包括
湖南大学子弟学校等省直小学和各地市小学共计
16 名选手参赛，全省 2000 多名教师观摩了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 共决出 15 个单项奖和 8 个一等
奖。吉首民族实验学校的王莉老师一路过关斩将，
表现出了出色的语文教学能力和个人素养， 不仅
拿到了总成绩一等奖，还夺得朗读展示一等奖。

常德举办第二届校长论坛

慈利加大督查
校领导教学情况

宁远举办
首届小学教师素养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明） 11月 23日，宁
远县首届小学语文数学教师素养大赛经过两
天激烈角逐降下了帷幕， 县实验小学李佑生
老师和莲花小学谢小珍老师分别获得语文科
和数学科的综合素养特等奖。

此次大赛由该县教育局举办， 语文科比
赛分“课堂教学展示、朗读展示、书写展示、知
识素养现场答题和才艺表演”五个部分；数学
科比赛分“课堂教学展示、教学反思、知识素
养现场答题和教学技艺展示”四个部分。来自
全县的 41 名教师选手依次参加各项比赛，多
角度展示了该县青年教师良好的教学素养。

11 月 25 日，怀化市洪
江区中山路小学工会组织
教师开展户外活动，让老师
们利用休息时间放松心情，
到农家乐体验打糍粑。

王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