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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 34

鼎城区“
书香校园”
伴学生成长

盖手摸对接 群众随时督查

衡东筑牢校车安全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秦官仂
刘娟娟）5 月 4 日至 12 日，衡东县教育系
统开展了安全卫生大检查，重点排查该县
所有学校及幼儿园的校车、校园设施等安
全隐患。
据介绍，衡东县每年都对校车进行 2
次以上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对校车违法违
规行为实时曝光。 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该县校车办组织教育、交警、交
通、公路、安监、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
校车专项整治，对 17 个乡镇的 82 所幼儿
园和 43 所学校的校车进行了一次全覆盖
检查，着重解决超员超载、准驾不符、公交
客运车辆非法作校车用等问题，还对校车

驾驶员和照管员的行为、 相关交接手续、
校车档案资料等进行了规范，先后累计处
罚违规校车 39 台次、 下发督办函 25 个、
下发整改通知书 18 份， 并进行跟踪督查
落实，限期整改。
除了落实常规检查外，该县在校车安
全管理工作上实时创新，建设 4G 校车实
时监控网络平台，严格制定相关使用及处
罚规定，特别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校车
签单发车和有关交接手续的通知》， 要求
监护人与校车、校（园）之间交接必须签字
或盖手摸予以确认，做到了学生从家到车
到校过程中的手递手对接，将校车安全责
任落实到人。

长沙县 25 名教师
松雅湖体验式培训

目前， 该县 171 台校车均安装了 4G
网络 GPS 车载视频监控设备， 并接入教
育、交警、公路、交通等监管部门的管理平
台，进行实时全程监控。 校车随时接受群
众、家长监督举报。
据了解，衡东县历来高度重视校车安
全管理工作，成立了以政府分管教育的副
县长为组长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衡东县财政每年预算 150 万元校车经
费，近几年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校车站点站
牌、 专用校车信息公示牌等项目的建设，
保证校车安全运行。 多措并举之下，该县
校车安全运行情况持续向好，多次被评为
省、市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优秀单位。

零陵幼儿玩转广场舞

本报讯（通讯员 曹坤 黄伊利）近日，来自
长沙县中小学校的 25 名综合实践骨干教师齐
聚松雅湖畔，开展了为期 1 天的“综合实践骨
干教师体验式培训活动”， 旨在初步形成指导
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框架。
通过讨论，老师们确定了《关于松雅湖周
边房价的调查研究》《如何优化松雅湖湿地公
园私家车车位资源配置调查研究》和《松雅湖
园区共享单车推行情况的调查与研究》3 个与
松雅湖有关的课题。 老师们通过确定主题、讨
论计划、实施活动、得出结论等环节，体验了综
合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同时也对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指导与实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麻阳县教育局
为青年教师搭鹊桥
本报讯 （记者 满嘉宽 通讯员 聂方勇
滕麟菲）近日，麻阳县教育局在该县兰村乡椒
林村举办了“相逢是首歌”的联谊活动，120 余
名青年教师、县直各单位单身青年男女参加。
活动现场， 单身青年男女依次进行了简
单的自我介绍，在随后的《寻找有缘人》《齐心
协力夹球赛》、方阵对唱、情歌对唱等游戏环
节中，青年们充分展示出各自的风采与技能，
现场洋溢着欢快的青春气息。 游戏结束后，互
有好感的单身男女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
麻阳县教育局局长滕刚介绍，此次活动以
倡导健康、积极、文明的现代交友方式为宗旨，
以成就美好姻缘为主要目标，单身青年通过活
动拓宽了生活空间，并收获了爱情。

岳塘区加强教师
信息技术共享
本报讯（通讯员 金海平 肖华）近日，湘潭
市岳塘区教育局举办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综合学科案例研讨活动，学员们积
极评课议课，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活动上，火炬学校杨漾老师执教的科学课
《无处不在的力》，处处体现“动手动脑学科学”
的新课程理念， 他以学生日常生活经验为基
础，通过让学生做实验、玩游戏，体验力的无处
不在。 赵洪老师执教的音乐课《我是小小音乐
家》，巧妙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生一起用
动作和线条来表达情感，展示音乐的魅力。
课后，岳塘区教育局教研室组织学员就如
何构建高效的小学综合学科课堂展开深层次
的讨论，学员们踊跃发言。学员纷纷表示，这样
的培训活动生动、直观，让人受益匪浅，同时也
希望能经常举行这种接地气的活动，实现资源
互补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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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夏利华 虞茜）日前，常德市鼎
城区“书香校园”读书活动现场会在武陵小学举行。
鼎城区各乡镇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中心小学校
长共 80 多人参会。
此次现场观摩会分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观
摩学校读书成果节目现场展示。 《咏春天》《梅兰竹
菊》《沁园春·长沙》……武陵小学学生热情的朗诵博
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第二个环节是参观校园展板、文化走廊，观摩学
生大课间活动。在武陵小学的文化长廊里，孩子们的
美术作品琳琅满目，博人眼球。校园展板上展示着学
生们的读书笔记、经典诵读的主题班会等。大课间活
动与阅读紧密相连，扇子舞《明日歌》、阳光排舞《舞
动中国》《新三字经》， 无不浸润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个环节是观摩班级读书活动。 武陵小学的
每个班级都有图书角，开辟了读书专栏，张贴着学生
的优秀读书作品。该校还建立了“每日必读”制度，并
指定了阅读书目。
在现场会的最后环节， 武陵小学校长文军介绍
了学校的发展情况， 副校长李小霞用多媒体展示了
学校开展“书香校园”读书活动的经验。“阅读小明
星”“书香班级”的评选、“
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激
发了学生的读书热情，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快乐。

茶陵县政协
为洮水小学献爱心

5 月 13 日，永州市零陵区 2017 年民办幼儿园广场舞比赛在华阳学校举行，
来自城区 20 所民办幼儿园参加了比赛，100 余名萌娃演绎了一场广场舞大戏。
最终，大拇指幼儿园、小新星香零山幼儿园等 4 所幼儿园获一等奖。
“每年都会有民办幼儿园师生舞蹈比赛。 ” 零陵区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芬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为孩子提供一个才艺展示的平台，在培养孩子兴趣的同时，进
一步督促老师加强对少儿艺术能力的培养， 挖掘他们的潜质， 激发他们的兴
趣。
陶真 摄影报道

洞口为 15 万学生打造平安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黄亦龙 曾维军）从
5 月上旬开始， 洞口县黄桥镇中学除了
坚持每周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外， 还成
立了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专业巡逻
队，定期在校园周围水域区域进行巡逻，
防止学生私自下河洗澡。 这是该县学校
打造平安校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洞口县做足做实平安校园
创建大文章， 积极有效地开展了校园及
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全县 15 万余
名在校学生构筑了一张校园安全“防护
网”。 2017 年，全县各学校共发放“告家
长书”和“争章手册”30 多万份，吸纳各
类安全建议 2000 多条；举办安全知识手
抄报评比、 安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和心
理疏导等形式的活动 1500 多场次；严格

校车准入关， 强化和完善了校车卫星监
控定位功能， 有力实现了该县 244 辆校
车的动态监管。
该县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都修建了
门卫室， 聘请了正规的保安人员， 投入
300 多万元为保安人员配置了钢叉、钢
盔、警棍等警械警具。 除保安力量外，该
县又投入 200 多万元， 健全了 200 名学
生以上的所有学校校园、 食堂网络监控
系统。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园门口乱
摆车辆、 乱设不卫生食品摊点和周边网
吧违规经营等行为， 该县组织力量持续
开展了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先后对
洞口县第一中学、城关一小、思源实验学
校、洞口县幼儿园等学校周边的摊点、网
吧、书店等进行了全面清查。

本报讯（通讯员 蒋军生）日前，茶陵县政协副主席
李甜甜、县妇联副主席颜亚兰一行 20 余人赴舲舫乡洮
水小学开展
“
关爱留守儿童 奉献一片爱心”活动。
爱心团队开展了 4-6 年级留守儿童心理团辅
活动。 此外，他们为洮水小学送去了崭新的图书，为
该校 10 名留守学生赠送了书包和帮扶资金。
据了解， 此次活动的开展源于在政协茶陵县第
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委员提出了一个“
特
殊”议程，倡议实施“三个一”，即每位政协委员资助
一名贫困家庭在校学生完成学业， 结对一个贫困家
庭增加收入，帮助贫困家庭一名成员解决就业。

桂东“
四管齐下”
整治有偿家教
本报讯 (通讯员 钟国强 郭满平)“这个做法太
好了，不仅可以让孩子公平接受教育，还大大减轻了
家庭负担。 ”5 月 15 日，桂东县思源实验学校一学生
家长对校门口张贴的一份承诺书点头称赞。日前，思
源实验学校向社会公开签订 《禁止教师从事有偿家
教承诺书》。
不仅是思源实验学校，全县其他 29 所中小学校
均向社会公开承诺。 这是该县重拳整治有偿家教的
一个缩影。 桂东县各学校与该县教育局签订禁止有
偿家教责任状，全县 1600 余名教师与学校签订承诺
书，层层传导责任，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
任体系。
2017 年，桂东县教育局出台了《桂东县中小学在
职教师“有偿家教家养”“成建制收费补课”整治工作
方案》，明确了整治对象和重点及要求。 桂东县教育
局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结合来
信、来访、来电、网络、微信“五位一体”的举报体系，
坚持暗访、查处、追责、曝光“四管齐下”，紧盯周末、
假期等重要时间节点， 综合运用明察暗访、 专项检
查、随机抽查、回访复查等方式，精准开展监督检查。

浏阳市获评湖南省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本报讯 （通讯员 石自行） 近日， 湖南
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 浏阳
被认定为 2016 年度湖南省中小学校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市、 区）， 成为获此殊
荣的全省 12 个县 （市、 区） 之一。
近几年来， 浏阳市创新督学责任区建
设， 依托高中建立了 10 个督学责任区。 每

个督学责任区都有专门的办公场所、 单独 学挂牌督导行为规范化与常态化， 形成了
的 经 费 预 算 、 2-4 位 县 聘 专 职 督 学 、 “区域一体发展、 学段整体推进， 高中带
7-10 位由督学责任区从名 师 和 教 育 管 理 初 中 管 小 学 ， 覆 盖 全 市 中 小 学 校 （园） ，
干部中聘任的兼职督学， 在浏阳市人民政 让 每 一 所 学 校 都 有 进 步 ” 的 梯 级 督 导 模
府教育督导室的领导下， 独立、 规范开展 式， 实现了由小学、 初中到高中教育教学
辖区内中小学的教育督导工作， 做到了中 及学校管理无缝对接， 促进了区域教育质
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100%， 责任督 量的整体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