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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45

本报讯（记者 胡荧 通讯员 覃业彦
廖倩霞）日前，石门县第一中学副校长廖其
法带领该校的 3 名骨干教师来到联盟结对
的白云镇中心学校， 按计划开启秋季学期
首次教学互动活动。 这是该县联盟学校教
学互动促教学相长的一个缩影， 也是该县
探索校际联盟促教育资源共享、 实现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带来的新气象。

教学互动在坦诚交流中进行。 石门县
第一中学和白云镇中心学校的教师针对八
年级教师贾集奎执教的一堂数学课， 展开
真实有效的评课交流。“高效课堂要做到
‘五个一点’，即课前准备多一点、学生参与

多一点、教师讲授少一点、教师语言幽默一
点、教师激情高昂一点，要做一个有准备的
快乐教师，让教学课堂堂堂都精彩。 ”石门
县第一中学名优骨干教师把自己在教学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
在场的教师。

“在学校教研活动中，我还是个上‘示
范课’的角儿。 让名师来把脉，才知道自己
的课堂问题不少，离真正的好课、示范课还
有很大差距。”贾集奎老师对石门县第一中
学名师的点评感触颇深。

“按两所结盟学校的工作方案，像这样
的教学互动活动将在每周二开展。我相信，

这样的教学互动交流将有效地提升白云镇
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该镇中心学校校长陈
宗泽说。

据石门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该县大
力探索学校发展联盟模式， 让优质资源学
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相互交流， 切实提高农
村薄弱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整体推进全
县教育均衡发展。 目前，该县共建立了“一
中———六中———白云联盟” 等 8 个学校联
盟，大胆探索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深入开展
校本教研、 网络教研、 区域性教学研讨活
动， 推进高效课堂建设， 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促进石门县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石门联盟教学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匡责成 王亮 刘达文）近日，
娄底市娄星区各中小学校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
创文明城”活动，将文明创建活动延伸到家庭和社
会，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
社会”的目的。

娄星区每所学校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活动。娄底
二小、娄底四小利用家长会，向全体家长进行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知识宣讲， 同时发动全体学生向亲
戚、朋友、邻里、家庭和社区居民进行知识宣传；吉
星小学的志愿服务队开展以“小手拉大手·文明齐
步走”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发放宣传稿和现
场宣读的形式向社区居民宣传文明礼仪；娄底七中
师生向群众发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手册，学
生们还主动清理社区内的废纸、塑料袋、饮料瓶、烟
盒、烟头等垃圾；黄泥塘中心学校组织师生组成志
愿服务队开展了“文明小卫士”实践活动。 据统计，
娄星区共有 28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共创文明城”活
动，参与人数近 5万，发放宣传资料 10万多份。

娄星区 5万师生
“共创文明城”

本报讯（通讯员 陈洲平 朱晖）“有了
‘免费午餐’， 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就能在
校吃午饭，不用中午学校、家里两头赶了。”
株洲市石峰区先锋小学党组副书记黄文斌
说，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石峰区启动“免
费午餐”工程，该校 20 多名学生将享受这
项福利。

据了解， 石峰区不少学校的食堂每顿
午餐 8 元至 10 元，为了省下午餐费，家庭
困难的学生都赶回家吃午饭，费时费力。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石峰区日前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
定， 凡在石峰区公办小学和初中就读的石
峰区户籍贫困生，每人每年给予 1000 元的
午餐补贴， 由石峰区民政局审核并按学期
发放。经过摸底，全区有 300多名学生纳入
补贴名单。

这个新学期， 石峰区贫困学生享受到
的福利远不止“免费午餐”。根据《关于进一
步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户籍在石峰
区并在该区公办高中就读的贫困学生每人
每年将获得 3000 元至 5000 元的资助；在
该区公办高中就学考入“985”“211”高校的
学生，还将获得 5000元至 1万元的奖励。

另外，该区关工委还计划用 3 年时间，
成立一个总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关心下
一代基金会， 石峰区财政每年将预算安排
50万元至 100万元作为引导资金。

石峰区“免费午餐”
惠及 300余学生

9月 7日，永州市举办了以“尊师重教关爱学子”为主题的教师节文艺晚会。整
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参加演出的人员众多。 晚会从各个不同角度，以文艺表演的
形式展现了永州市发展教育、尊师重教、关爱莘莘学子的丰硕成果，讴歌了人民教
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的崇高师德，赢得了现
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艾志飞 摄影报道

教师节演绎“尊师重教关爱学子”

本报讯（通讯员 龙松霖）近日，新晃侗族自治
县各中小学校对学生的暑假作业进行总结整理时
发现：不少学生在暑假作业的选择上均偏向个性与
实践性强的活动，这样不仅生动有趣，而且能锻炼
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据悉， 为让学生的暑假生活过得快乐而有意
义，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在暑假前下发《关于科
学安排中小学生 2017年暑假作业的通知》，从生活
的多样性、丰富性出发，预制多个“套餐”让学生选
择，如参加义工、抄读经典、科学制作、观看电影等。

不少学生的暑假作业在各校纷纷“秀”出，展示
了学生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大多数学生选择参加
义工活动，如去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清洁街道；一
些学生将豆芽菜的制作过程写成了科学小日记。学
生们的暑假作业趣味横生，受到了家长、老师的一
致好评。

新晃学生暑假作业
秀多彩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向晓玲 袁绍仁）9 月
8 日， 泸溪县召开了全县教育脱贫攻坚暨
教师节表彰大会。会上表彰奖励 55名优秀
教师、35 名优秀班主任、10 名优秀教育工
作者、6 个重教乡镇和部门、3 个高考工作
先进单位、14 名重教先进个人、55 名高考
工作先进个人。 此次共发奖金 560万元。

近年来， 泸溪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地
位不动摇， 整合资金 10 亿元发展教育事
业，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师队伍，保障
公平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017年，全
县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比例达 100%，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合格率达 91%， 全县高考本科
上线 797人， 高考应届本科上线率全州第
一、 本科上线万人比连续 13年全州第一。
该县先后荣获“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创新县”“全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先进县”“全省民族地区教育强县工作
先进县”“湖南省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均衡
配置试点县”“全省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典型
县”等 500多项荣誉。

泸溪 560万元
重奖教育功臣

本报讯（通讯员 范道荣 袁梓凌）9
月 8日， 澧县举行了庆祝第 33 个教师
节暨“9·8”助教大会。 会议表彰了 1 年
来为澧县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教
育工作者及社会人士，并举办了捐资助
教活动，澧县部分县直单位及各大企业
纷纷捐助， 为澧县教育基金会捐资
1014万元。

澧县县委副书记马永忠主持了随
后召开的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副县长高
波作教育工作报告， 详细汇报了过去
一年全县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不
足。 澧县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罗慧宣

读表彰通报。 与会县领导为高考特别
贡献团队、 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
者颁奖。

活动上，澧县第一中学市级优秀教
师杨小成，火连坡镇柏樟小学、 湖南最
美乡村教师戴国林， 城头山镇中学市
级优秀教师蒋春晖分别讲述了一些自
己的教育故事， 以小见大， 催人奋进。

最后，澧县县委书记邹如龙在讲话
中肯定了过去一年该县在教育工作方
面取得的成绩，指明了今后教育工作的
发展方向，从教师、校长、家长、社会四
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好教育工作。

澧县募集 1014万元发展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 李敏）“这是一堂很好
的教育课，让我们认识了‘廉洁从教、廉洁修身’的
重要意义，我们将严格遵守各项廉政规定，绝不碰
触廉政红线。 ”9月 1日以来，浏阳各学校相继召开
教师会，近万名教师同上“开学廉政第一课”。

今年以来， 浏阳市教育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着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宣教力度，增强全市教职
员工廉洁自律意识。 继续深入推进“廉洁文化进校
园”活动，通过评选廉洁文化示范学校、编发廉政简
讯、开展“卫士手记、廉洁家书、廉洁家风家训故事、
纪检人镜头、廉评廉文”廉洁作品征集等措施，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 同时在节假日、新学期开学等重要
时段和节点，该市通过短信、书面通知、微信推送等
形式将廉政教育内容发送给教师，要求教师积极学
廉、倡廉、树廉。

浏阳万名教师学廉倡廉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彭勇）日前，衡阳
县西渡镇学区召开 2017-2018 学年支教教师逆向
流转动员会，城区学校 23 名教师将赴西渡镇各偏
远学校进行为期 1年的支教。

动员会上，23 名支教老师向西渡镇学区递交
了《流转教师承诺书》，并庄重承诺：一定会尽快转
变自己的角色，适应新的岗位，融入到新的环境之
中，在帮助当地教育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圆
满完成支教任务。

据了解， 西渡镇学区此次选派的教师大都是
衡阳县城区学校的骨干和优秀教师， 他们将前往
西渡镇清平、陡岭等地偏远乡村学校，担任相应课
程或岗位的教学与管理任务， 帮助受援学校提高
教学水平、业务能力。 此举不仅是西渡镇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重要举措之一， 也是实现教育公平
的师资保障措施之一。

衡阳县城区 23名教师
支教偏远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邓海斌）为切实加
强校园安全工作，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9 月 8 日， 南县麻河口镇召开 2017
年下学期学校安全工作会议，围绕校园
周边综合整治、学生乘车安全、学校食
品药品安全等内容作了安排部署。 此次
会议共有 60 余人参加，为该镇 13 所幼
儿园、5 所小学的 3000 余名学生的安全
集体“备课”。

会上， 与会人员学习了 《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麻

河口镇中心校、 食药监所、 校车办负
责人、 校车司机立足分管领域， 分别
梳理总结了 2017 年上学期的安全工
作。

“安全无小事，相关单位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些许的疏忽，应
把学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麻河口镇
中心校总务主任邓建波在对学校安全
工作部署时说，他表示学校安全必须贯
穿于今后教育工作的始终，安全永远在
路上。

南县麻河口镇学校为安全“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