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阳阅读品牌
走进“书香怀化”

本报讯（记者 满嘉宽 通讯员 聂方勇 易君
志）近日，麻阳县“甜橙树”阅读品牌入选怀化市首
批“书香怀化”全民阅读品牌示范项目。

“甜橙树”是近年来麻阳县精心打造的新颖阅
读品牌， 以培养少儿阅读兴趣为出发点， 以实现

“读书让我快乐，让我充满激情，让我更加努力”的
目标。 自 2015�年第一届“甜橙树”读书活动启动
以来， 该活动以书为载体， 以麻阳图书馆为主阵
地，以阅读为纽带，让孩子和家长在轻松的氛围中
体会并分享了阅读的快乐。

另外，“图书漂流”“点睛讲堂”“书香麻阳送书
千里行”“国学知识”“成语大会”“节假灯谜”“暑假
亲子阅读”“亲子手工制作”“我的故事会”等活动，
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据统计，麻阳县“甜橙树”活动已吸引近 10000
名学生及家长走进该县图书馆， 办理读者借阅卡
1000余张。

湘黔两地教师
共话课改

本报讯（通讯员 杨玉钊 钟才学 陈通鹤）4 月
13 日， 湘黔民族地区学生核心素养提升暨课改交
流活动在新晃一完小举行。 来自贵州铜仁市第七
小学和湖南新晃县方家屯小学等 7 所学校的 100
名优秀教师共享课改大餐。

活动中，各学校选派 1位教师参加教学比武，7
位教师将各自学校的课改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语文的“模块建构式课堂”、数学的“学交练一线三
环”、英语的“三效五步”等教学模式，让与会者交
口称赞。 两地的教师们在活动中相互交流、资源共
享，极大地促进了湘黔民族地区教育公平。 教学比
武结束后， 与会者观摩了新晃杨芳玲小学语文名
师工作室、新晃一完小的大课间活动和亲子农场。

据悉，此次活动是新晃县首次举办。 新晃县教
育局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扩大活动规模， 形成常
规，实现湘黔民族地区优秀的教育资源共享。

道县强化廉洁从教
促道德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蒋施龙）近日，道县
教育系统组织开展“爱岗敬业、廉洁从教”道德讲
堂活动，旨在让教师自觉树立廉洁从教意识，大力
推进校园廉洁文化建设。

道县要求各学校“道德讲堂”以倡导廉洁、忠
诚教育为主要内容， 用身边真实师德故事作为案
例，积极宣传先进人物勤勤恳恳、不图名利、甘做
红烛的精神。“我们要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等诱惑，
坚决抵制有偿家教、 拒绝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礼
品，廉洁自律、守住底线。 ”活动上，道县一教师畅
谈感想。

2017 年以来，道县各学校均搭建“道德讲堂”
学习交流平台，把廉洁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融合，
促进党员教师遵守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展现教师崇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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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荧 通讯员 刘文刀）4 月
18日，宁乡县杨华高中历史名师工作室历史教
育教学教研座谈活动在宁乡县第六中学举行。
会上，老师们各抒己见，探讨教学方法，以弥补
各自在教学上的不足。 据了解，宁乡县名师工
作室除了开展教学教研座谈会外，还会通过调
研问诊、课堂观摩、课改实验等形式开展活动。

从 2013 年起， 宁乡县教育局陆续成立了
18 家名师工作室，涵盖学前教育、小学、初中、
高中、中职教育，挑起了宁乡县教研教改的大
梁，提升了该县教师的整体素质。

宁乡县名师工作室成立后，教研教改由过
去的依靠教研室牵头，变为各名师工作室主动

出击。 以往由教研室牵头组织教研活动，从确
定主题、发出通知到开展活动，要经过较长一
段时间，由名师工作室牵头后，团队教师纷纷
主动承担主讲任务， 一项研究主题确定后，活
动很快就能开展，大大缩短了工作周期。如今，
宁乡县名师工作室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研讨
会、报告会、公开教学、专题讲座等活动已成常
态，吸引了该县教师积极参与教研教改。

宁乡县积极发挥名师的辐射作用。 名师工
作室首席名师带名师、名师带学员、学员再带
团队外教师， 形成了示范带动的良性循环，推
进了宁乡县教师队伍的建设；名师工作室成员
通过空间打造“名师课堂”， 开展名师点评活

动，提高了名师的学习热情。
在名师工作室名师的示范带动下，宁乡县

一批教师成长起来。 宁乡县德育名师工作室成
员刘令军老师先后在《班主任之友》等杂志上
发表 10 余篇文章，出版个人专著《打造初中卓
越班级的 40 个策略》。 他还应邀到鲁东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长沙教育学院等学校讲学。

此外，在各级各类教学比武中，宁乡教师
也获得了佳绩：在湖南省首届梦想课程优质课
比赛中，何燕、程惠老师获得了湖南省二等奖；
在湖南省小学思品优质课评比活动上，蒋向红
老师荣获一等奖；在全国优质课大赛中，刘剑
老师获一等奖。

宁乡名师工作室挑教研教改大梁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国学与国术，培育全面发展
人才， 经湖南省民宗委、湖
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牵
线搭桥，4 月 13 日， 隆回县
山界回族乡中心学校联谊
长沙县长龙街道中心学校
在该乡山界九年义务制学
校开展了主题为“文武兼修
进课堂， 传承国粹手拉手”
活动。

刘飞宇 马君 摄影报道

文武兼修进课堂

本报讯（记者 满嘉宽 通讯员 李
尚引）4月是通道县中小学校“知路、护
路、爱路”宣传教育月。 近日，通道县教
育局联合柳州、 靖州铁路公安处在全
县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铁路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

在通道县牙屯堡镇中心小学，柳
州铁路公安处的民警通过讲述一个个
鲜活的铁路交通事故案例， 告诫学生
严禁攀爬铁路防护栅栏和石击列车。
民警还引领学生观看宣传图片， 并讲
解了爱路护路知识，教育学生争做“爱
路护路小卫士”。

在通道县第二中学， 学生们宣读
了“知路·爱路·护路”倡议。 在争做“知
路·爱路·护路小卫士”的横幅上，全体
学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为爱路护路
作出了庄严承诺。

据了解， 焦柳线在通道县境内设
有 5 个火车站， 辖内的 5 所中小学校
紧靠着焦柳铁路，许多孩子上学、离校
都要经过铁路道口， 铁路安全教育一
直是沿线各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本报讯（通讯员 黄彦文）4 月 13 日，
汉寿县首批校园食品检验工培训班在龙池
中学开训，来自全县各个乡镇的 80 名餐饮
从业人员参加。

“维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 也是我们本次培训的重中之
重。 ”培训组织者表示。 在汉寿县食品药品
安全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 汉寿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承担此次培训的具体组织实
施，为培养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作准备。培训
主要内容有食品分析、样品采集保管、营养
成份测定、 食品化学分析等， 培训时间为
30天。

据了解， 首批 80人通过鉴定合格后，
将持证上岗，全部走向学校食堂、商店，为
师生生活提供更安全、优质的服务。

汉寿首批校园食品检验工将持证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唐祝生）4 月 15 日是
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衡阳县各学
校积极落实“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通过上国家安全知识法律课、由
学生向家庭和社会宣讲等形式开展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师生的国家安全
意识和保密意识。

衡阳县各学校采取六大途径进行宣
传教育：通过校园广播、电子显示屏、宣传
横幅、黑板报等媒介，宣传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的由来、 意义和国家安全知识；召
开主题班会，让学生知晓自身与国家安全

的密切联系， 使他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维
护国家安全； 组织师生观看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短片或爱国主义影片； 通过微信、
QQ、校园网等途径宣传《国家安全法》《反
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加强
国家安全教育教学， 结合各学段学生的特
点， 有针对性地安排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内
容，并邀请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为学生
上一堂国家安全知识法律课；开展“小手拉
大手”活动，通过学生向家庭和社会宣讲，
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 共筑钢铁长
城的良好态势。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世日 陈永祥 贺
敏）日前，江华瑶族自治县校园足球裁判员
培训班在江华县第一中学开班， 全县 100
余名中学教师参加。

此次培训内容为最新的足球裁判规
则、“五人制”“八人制”和“十一人制”足球
赛的区别、裁判员配合、记录台工作、赛事
组织方法等。之后，全体学员进行了理论考
试、体能测试和分组比赛。通过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教学与临场执法相结合，学员们在

实践中学习了裁判员知识。
江华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培训

裁判员将有效推广校园足球， 为提高全县
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2017
年，该县将组建 30支校园足球队伍参加县
以上级足球联赛，吸引 2000 名以上青少年
学生参加各类校园足球培训和竞赛活动。

据悉，到 2020 年，该县将重点打造 10
所国家级、10 所省级、20 所市级足球特色
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曾谊华）4 月 13
日， 洞口县城关中学召开了毕业班冲
刺研讨会。 90 余位与会教师以教研组
为单位分成 9 个小组研讨，集思广益，
共同为如何更好地做好全校 660 名初
三毕业生的服务工作献计献策。

在洞口县城关中学召开本次毕业
班冲刺研讨会之前，洞口县教科局于 4
月 7 日召开了 2017 年度初三学考鼓
劲大会，各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等参会。
4 月 8 日和 9 日， 邵阳市教育学会、邵
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新宁县主办了

“邵阳市 2017 年初中毕业学业评价研
讨会”，洞口县派出 400 余名一线骨干
教师参加，城关中学安排了 11 名学科
带头人参会。

据悉， 洞口县 51 所初中在县、市
召开毕业班研讨会后， 先后召开研讨
会、鼓劲会、学情分析会等不同形式的
毕业班工作会议，为全县 9852 名毕业
生精准“把脉”。

本报讯（通讯员 钟辉）近日，常德
市鼎城区教育基金会召开了第一届八
次理事会议，拟定 2017 年安排年度经
费支出 505 万元，用于教育系统奖励、
鼎城区第一中学教学设备提质、 资助
困难学生和教师、开展“园丁之家”活
动等项目。

近年来， 鼎城区大力推进建立乡
镇教育基金，截至 2016 年，鼎城区已
有 20 个乡镇、办事处建立了乡镇教育
基金，共募集资金 890 万元，年底基金
保有量突破了 3000 万元，被湖南省教
育基金会授予“全省教育基金会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2016 年，鼎城区教育
基金会开展教育系统综合性奖励、“园
丁之家”“爱烛行动” 等 12 项公益项
目，支出公益经费 307万元。

2017 年， 鼎城区教育基金会将认
真修订完善基金会章程、制度、职责、
办法，继续拓展基金募集渠道，积极开
展各项公益活动，做到公益经费总量、
公益活动项目双增长， 让更多的教师
和学生受益。

鼎城教育基金会
加大筹资促学力度

洞口为 9852名
毕业生精准“把脉”

江华培训裁判员发展校园足球

衡阳县多举措提升师生国家安保意识

通道中小学校
开展铁路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