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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48

永州市冷水滩区潇湘河东岸， 冷竹公
路以北 1 公里处， 冷水滩区教育扶贫的示
范点———暖阳学校坐落于此，今秋开学时，
41 名孤儿在该校免费入学就读。 10 月 10
日课间操时间， 他们正在操场上认真做着
广播体操。

冷水滩区教育局局长莫继恒介绍，创
办暖阳学校是冷水滩区 2017 年教育扶贫
的一大特色行动。 自项目启动以来，冷水滩
区教育局从选址建设、 适学孤儿摸底等方
面，积极作为、不懈努力。 2017 年 5 月和 8
月，永州市慈善总会组织义工、冷水滩区教
育局组织志愿者， 先后 2 次对该区小学阶
段的 174 名孤儿进行入户走访， 并和他们
的监护人沟通， 最终有 41 名孤儿入学，在
校期间一切费用全免， 所需经费由永州市
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面向爱心人士筹集。

暖阳学校与上岭桥中心小学融合在一
起，两块校牌，一个学校。 在校就读的所有
孤儿和贫困学生编入其应就读的年级所在
班，与其他学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这些孤儿和贫困学生在学校实行全寄

宿制，入学后食宿在学校。 在教师及相关人
员的配备上， 冷水滩区教育局优先配备了
一名专职心理咨询教师， 每月至少对每名
孤儿和贫困学生进行一次心理咨询服务。
冷水滩区委统战部发动区级 10 个民主党
派成员与永州市慈善总会义工一起积极对
接适学孤儿和贫困学生，实行“一对一”的
“爱心妈妈”和“爱心爸爸”联络方式关爱他
们。 双休日，在志愿者的配合下，开展形式
不一的活动，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精准扶贫贵在‘准’，确保扶贫效果的
达成。 ”莫继恒说，除了 41 名孤儿外，冷水
滩区通过组织人员到校、进村、入户，认真
核实，建档立卡，确定了 4139 名贫困学生，
建立了工作台账，构建了困难学生资助“纵
到底、横到边”的网格，实现了从幼儿园到
大学贫困家庭学生全覆盖。

农村教育是最大的扶贫工程，“现在的
孩子真幸福， 看着孩子在这么漂亮的学校
里学习，我们真羡慕。 ”普利桥镇一位学生
家长动情地说。“色彩最鲜亮、建筑最漂亮”
已成为冷水滩区农村学校的代名词。 冷水

滩区自 2014 年启动“全面改薄”工作以来，
投资近 7000 万元， 为 62 所中小学校修缮
楼房共计 36500 平方米， 彻底改善了义务
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

为拓宽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渠道，
2017年冷水滩区面向社会为农村学校招聘
教师 100 人， 全面解决农村师资力量薄弱
的问题。 同时，加大定向委培师范生选送的
力度，从 2017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当中为农
村学校招聘免费师范生 47 人， 其中 10 人
是为农村教学点而定岗招聘。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在农村职业
教育扶贫上， 冷水滩区资助贫困生在职业
学校掌握一技之长，抓实招生、培训、就业
等环节，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 冷水滩区职教中心依托市
综合职业中专（区社区大学）开展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农民职业
技能培训及失业人员就业技能培训，2016
年培训家庭贫困群众 3600 余人次，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能型人才支
撑。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雷高健

冷水滩区教育扶贫打出“组合拳” 本报讯（通讯员 李平 曹丽华）日前，泸溪县白
沙中学举办了“点燃读书激情，让阅读成为习惯”诵
读比赛。 18 个班级诵读时或豪迈奔放， 或慷慨激
昂，或深情款款，给在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
听盛宴。 而这只是该县重视阅读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近年来，泸溪县高度重视学生语文阅
读和朗诵能力的培养工作，大力实施中小学校“点
燃读书激情，让阅读成为习惯”行动计划，加快学校
图书室建设和图书添置，落实语文阅读和朗诵课程
计划，让阅读进校园、进家庭、进班级、进师生、进头
脑。 通过举办朗读比赛、作文比赛，开展书香校园、
书香家庭、书香班级评比等活动，引导学生享受阅
读、热爱阅读、学会阅读。“让阅读成为学生习惯，点
燃学生的读书热情，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泸溪
县教体局局长谭子好说。

泸溪多形式点燃
学生阅读激情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梅）近日，邵阳县石齐
学校举行了“师带徒，一帮一”活动拜师仪式，在
遵循自愿与统筹相结合的原则下， 为每一位新
教师精心挑选了该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
教师做他们的师傅，以促进新教师快快成长。

此次活动中共有 39 对新老教师结成互帮
对象，签订了“师徒结对”协议，并明确了双方的
义务和职责，要求师傅做到“三带”：带师魂、带
师能、带师德；徒弟做到“三学”：学思想、学本
领、学为人。 拜师活动中，石齐学校业务副校长
张晓春要求：在“师带徒，一帮一”活动中，指导
老师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在“传、帮、扶、带”过
程中，多角度、多层面相互切磋，扬长避短，互相
促进，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尽快形成自己的
教学风格，早日成为学生喜爱、家长欢迎、领导
放心的优秀教师。

石齐学校“一帮一”
促新教师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贺中华 贺全支）
日前，石门县“道德讲堂进校园”活动在维新镇
中心学校拉开序幕。活动中，师生们聆听了身边
5位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

“常德市身边好人”“身边最美志愿者”管群
英，讲述她因车祸高位截瘫，23 年自强不息、身
残志坚、热心公益、甘当义工，为弱势群体服务
的故事；全国优秀教师、常德首届翦伯赞教育突
出贡献奖获得者王怀军，讲述了她 32 年坚守大
山深处， 用无悔的青春托起山区孩子希望的赤
诚情怀； 王新法共事的团队成员谢淼讲述扶贫
楷模王新法的动人事迹； 石门一中李奕飞和宝
峰街道中心学校陈燕两位市级美德少年分别讲
述了自己争当“三好”学生和乐于助人的故事。

近几年，石门县关工委、县文明办、县教育
局、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道德讲
堂进校园”活动，已成为各学校德育工作和文明
校园建设的有效载体。“一个道德模范就是一本
鲜活的教材，这些身边的道德模范、美德少年深
情并茂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让师生和前来旁听
的家长感觉可敬、可学、可为。”在活动总结环节
上，石门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绍南深有感慨
地说。

石门“道德讲堂
进校园”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凌友国 通讯员 杨其
生）10月 2日，衡阳市第八中学举行 110
周年华诞庆典，1000 余名校友欢聚一
堂，为母校祝寿。 庆典上，衡阳市教育局
局长程少平深深寄语衡阳市第八中学，
要继续勇当衡阳基础教育的排头兵，培
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助推衡阳教育发展。

本次校庆以重温校园梦、 再叙同学
情、共谋母校发展为核心，本着校友办校
庆的原则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参观校史
文化墙、百年古樟、樟泉古井、忆师馆、明
德楼、荷塘月色等；到校友签名纪念墙、
校友信息发布墙处签名； 到求学印象留
影墙留影，校友可以穿越时光隧道，重温
当年校园情景；观看“斐然成章”大型校
友联谊活动；举行校友班级联谊活动等。

衡阳市第八中学是一所拥有丰厚底

蕴的百年老校， 省级示范性高中。 近年
来，该校为国家培养了近 6 万名高、初中
毕业生，成为培养建设者的摇篮，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该校遵循“固本尚
真，办一所美丽学校”的教育思想，恪守
“忠信笃敬”的校训，先后被评为中国百
强中学、中国百年名校、全国百所特色高
中、全国文明校园、全国重点大学暨“211
工程”大学生源基地学校、全国素质教育
先进示范校等。

2016 年 11 月 27 日，衡阳市第八中
学 110 周年校庆启动仪式暨“校旗传递
活动”隆重举行。衡阳是校旗传递活动的
第一站，校旗从衡阳出发，分南、北两路
传递，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 日即 110 周
年庆典时返回母校，存入校史馆，作为永
久纪念。

衡阳八中 1000余校友
共庆母校 110周年华诞

日前，吉首市第八小学举行秋游活动，五年级全体师生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著名的德夯风景区，深入苗寨，体验当地特有的农耕文化。

在农耕文化园，师生们参观了织布坊、水车、石磨米坊、榨油坊、豆腐坊、酿酒
坊等，孩子们一边听着阿哥阿姐的解说，一边仔细观看，有的学生还亲手试用了一
把，大呼“过瘾”。 参观结束后，五（7）班学生邱琦雯说道：“今天收获真大，我现在才
知道，以前榨油是用大木头撞击木桩挤压油饼出油的。 ”

龙心涛 摄影报道

吉首第八小学学生体验农耕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曹晓晖）日前，耒阳武广教育
城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吹响了项目建设的号角。 仪
式上，耒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向阳发表讲话，要求
各相关部门、施工单位要认真安排工期，科学部署
并落实项目建设各项工作，主动作为，认真履责，形
成合力，优化环境，众志成城，依法依规开展各项工
作，确保项目建设工作顺利推进、按时完成。

据了解，耒阳武广教育城项目是耒阳市第十七
届人大“一号议案”，是重大民生工程。 武广教育城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766 亩， 项目总投资约为 11 亿
元，建设工期为 4年。武广教育城项目含 5所学校，
简称“一城五校”，5 所学校分别为耒阳市市委党
校、耒阳市武广实验高级中学、耒阳市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耒阳市教师发展中心及耒阳市纸都实验学
校。

届时， 武广教育城可打造成一座容纳职业教
育、普通高中、初级中学、小学学位 18000 个，同时
涵盖教师培训、党员培训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育
城。 武广教育城的建设将极大程度地整合、优化耒
阳市教育资源，整个项目可增加 2.1 万个公办教育
学位，项目的建成对武广新城片区乃至耒阳市的整
体城市化进程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耒阳投资 11亿元
开建“一城五校”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智芳 蒋福明）日前，由长沙
市雨花区人社局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喜迎十九大”
健步走活动在长沙闭幕。 该活动于 6月 9日启动，
246 名雨花人社人分成 18 个小组模拟红军长征的
足迹，耗时 111天，完成了重走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活动闭幕式上，来自雨花区人社局代表队的
“和谐队”等 6支队伍获得先进集体，来自左家塘队
的袁坚胜等 4人因表现突出获得勇士称号。

“80 多年前， 中国红军主力通过顽强斗争，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80多年后，我
们踏着红军的足迹，用脚步丈量革命征程，用行动
感悟长征精神。 ”长沙市雨花区组织部副部长、人
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罗玲说，246 名人社系统干部
全员参与，模拟红军长征路线，弘扬先辈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并将长征这笔精
神财富变成推动人社提质服务水平、推动雨花人社
事业上新台阶的动力，指引人社人奋勇前进。

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
重走长征路喜迎十九大

本报讯（通讯员 周颖）今秋开学以来，澧县小
渡口中学在全校师生中大力开展健美教育。该校结
合思想品德教育和美术课等课程，聘请专家对学生
进行健康美学教育，并通过讲健康故事和以班级为
单位开展健美操比赛，提高学生加强锻炼的意识。

小渡口中学
开展健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