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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49

本报讯（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李常 李
平）“9 月份的干部职工作风督查通报亮点
不少，督查通报的文字寥寥数语，却分量极
重。 ”近日，泸溪县教体局干部张明明在看
到单位下发的通报文件后表示， 这份作风
督查通报既沾了“辣”味，也扬了正气，不仅
做到了督查对象全覆盖，更是表扬、批评到
事到人，其中不乏中肯的整改建议。

泸溪县教体局纪检监察室主任杨再兴
介绍， 为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 该县教
体局从 2016 年初开始全面实施干部职工
作风督查通报制度， 做到一月一预安、 一
月一督查、 一月一通报， 重点督查经费使
用、 上班纪律、 教辅资料征订和教育行业
不正之风等问题。 为此， 泸溪县教体局成
立了作风建设督查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
作风建设督查台账， 全面覆盖到局机关、
二级机构、 各学校及幼儿园， 实施 2 年

来， 从最初的大家以为的“走过场”， 到
现在的常态化机制， 教体行风变得更加风
清气正。

泸溪县教体局加强作风建设不止体现
在督查上， 也润化到了办文办会等日常工
作中。所有中小学校均实现了电子化办公，
减少了纸质浪费，开会没有鲜花、水果，一
切从简开会。

“突出依法治教， 坚持全面从严治教，
努力打造氛围更浓的学习型教育、 质量更
优的服务型教育、环境更好的和谐型教育、
效率更高的责任型教育、 风气更清的清廉
型教育。 ”泸溪县教体局局长谭子好说出一
套“思路”。

具体怎么做？ 泸溪县教体局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牵住“党建”这个牛鼻子，抓牢
抓实学校基层党建工作， 完善党建工作责
任清单和考评体系， 从严从实传导履责压

力；用好“督查”这个武器，坚持督政、督学
并重， 完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模
式，实行一月一预安、一月一督查、一月一
小结、一月一考评，让各学校比一比，晒一
晒，公平竞争、奖优罚劣；狠抓“落实”这个
根本， 今年秋季在全县教体系统内推行校
务监督月例会制度， 深入开展违纪违规问
题查处和违规补课、 教辅材料乱征订等专
项整治行动。

作风硬，工作才能落得实，转而带来的
是教育成绩斐然。2年来，该县荣获“全国首
批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全省
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典型”等荣誉称号；2016
年教育精准扶贫考核居全州第一， 中职学
生资助工作在全国作典型发言， 师德师风
在全省作典型发言；2017 年教育精准扶贫
经验在全省作典型发言， 义务教育各项指
标持续领跑湘西。

一月一预安 一月一督查 一月一通报

泸溪县教体局紧盯作风建设不放松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宁 黄伊利）10 月 14
日， 由长沙县教育局主办的全县小学生个人才
艺暨乡村少年宫成果展示活动在东业晨曦小学
举行，988 名小学生以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
多种艺术形式， 充分展示了长沙县乡村少年宫
建设与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从 2012 年起，长沙县大规模启动
乡村少年宫建设，通过依托学校办学设施、培训
专业师资、招募文化志愿者等多项举措，目前全
县已建有乡村学校少年宫 34 所， 总投入 1000
余万元。 所有乡村少年宫均达到了七室一场地
的要求，即配备了舞蹈室、美术室、计算机室、图
书室、阅览室、棋艺室、科学室和体育运动场地，
开设课程和活动项目涵盖声乐、 篮球、 书法等
30余个， 教育资源覆盖区域内 70%以上的少年
儿童。

长沙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乡村
少年宫建设，目前，全县保持着每年新增 2 至 3
所的建设速度，同时，在积极组建更加专业的文
化志愿者团队， 力争为孩子们带来更加丰富的
艺术体验，满足其兴趣爱好的多样化需求。下一
步， 长沙县还将探索覆盖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
乡村少年宫模式，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从中受益。

长沙县乡村少年宫
放飞孩子梦想

10月 12日， 永州市零陵区中学生物教师实验技能竞赛和中学物理教师实验
能手大赛在永州市第五中学举行，来自全区城乡各中学的 18 名生物老师和 14 名
物理老师参加竞赛。

生物大赛由 1 个大实验题和 1 个小实验题组成，大实验题主要考查选手的实
验方案设计、器材选用、实验操作、数据处理技能等，小实验题主要考查选手的实
验操作规范、实验效果等；物理大赛由 1 个简单实验操作题和 1 个疑难实验题组
成，主要考察选手实验操作熟练程度和教材中疑难实验的解决能力。 经过激烈角
逐，来自永州市第五中学的陈双芬、黄田铺学校的周美珍等 4 人获得生物大赛一
等奖，来自永州市第九中学的单由想、永州市第三中学的邓幼君等 5 人获得物理
大赛一等奖。 陶真 摄影报道

零陵区教师实验技能比武赛出水平

“不是高老师，我不会上高中，也许早就
辍学了！ 高老师是我的恩人。 ”10月 16日，与
记者谈起自己的老师高小平，蒋丽丽（化名）
依然心存感激。

高小平现任教于衡阳县渣江镇赤石中
学，“爱生如儿女，尊师像兄妹”是家长、同事
对高小平的评价。 1984 年，19 岁的高小平从
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衡阳师范学院）毕
业，从此走上教书育人之路。 他先后在衡阳县
金溪中学、盐田中学、赤石中学任教，度过了
33载育人时光。

山区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学生，高小平倾
注爱心，弥补了孩子们缺失的亲情，给予留守
孩子一片健康成长的天空， 孩子们亲切地称
呼他为“高爸爸”。

用耐心浇灌学生成长
10月 16 日，记者在高小平的办公桌上看

到一个黑色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哪些
孩子是孤儿， 孩子的身体状况、 家庭困难程
度、离学校有多远……近年来，高小平为留守
学生建立信息档案和留守学生成长记录袋，
形成了留守学生跟踪管理体系。

每位留守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他的汗水
和心血。 蒋丽丽为了去网吧，把自家新买的电

器低价售卖，一个学期逃学 20多天，家长听之
任之。 高小平在孩子逃学后多次四处奔找，并
登门催促麻木的家长及时寻找……经过多次
单独补课和课间交流，蒋丽丽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却在做出悔改承诺后又一次次食言。“当时
很失望， 但是对于留守孩子必须要有耐心，太
过着急只会适得其反。”高小平告诉记者，有一
次外出寻找蒋丽丽时，他的双脚被山坡上的刺
划破，鲜血直流。 这一次，蒋丽丽沉默了，也开
始醒悟了。 201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衡
阳县第六中学，高小平含泪笑了。

“让学生感受到慈父般的关怀和关爱”是
高小平对自己的要求， 他从细微处入手培育
爱，传播爱。 学生功课耽搁了，他帮其补课；学
生冷了，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学生身上；学
生感冒了，他嘘寒问暖，端水送饭……

用爱心弥补学生亲情
“留守孩子在想什么？他们最渴望什么？ ”

高小平常常带着这样的疑问， 深入留守学生

家庭走访。 在渣江镇三塘村，高小平见到班上
的留守学生小俊（化名）时，他衣服宽大，似乎
很久没洗了，正站在村道边张望。

小俊流着泪对高小平说：“2 年前的一个
晚上，爸妈离开我去外地打工，我一夜没睡。 ”
“爸爸妈妈到现在都没回来，是不要我了吗？ ”
听着如此心碎的话语， 高小平心里久久不能
平复。

第二个周末，高小平驱车来到长沙，把衣
着洁净的小俊带到他父母身边。 在狭窄的出
租房，小俊一家团聚了，高小平却默默地离开
了。 过了几周，高小平又开车送小俊去长沙，
就这样， 高小平成了小俊与父母之间见面的
唯一纽带。

高小平深知留守孩子最渴望亲情， 最渴
望父母的爱。 为此，他极力营造孩子与父母相
见的机会，经常打电话给留守孩子的父母，言
辞恳切， 希望他们多陪伴孩子， 多与孩子沟
通、交流，高小平被家长们誉为“留守学生的

高爸爸”。
用知识滋润学生心灵

留守学生成长的困惑大多源自心理因
素，要解决他们的自卑、孤僻、内向等诸多问
题， 光靠捡拾当年在校所学的心理学知识远
远不够。 2016年 4月，年过半百的高小平报考
了“省培计划”（2016）湖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网络研修班的学习；2017 年 8 月，他又报
考了湖南省 2017 年“国培计划”省级教师初
中心理健康培训班（C210）的学习。

在课余时间，高小平尝试在班里开展“感
恩教育”“歌颂祖国演讲”“排球比赛”“文艺汇
演”等班团活动，培养留守学生积极乐观的心
态。

赤石中学学生大都是寄宿生， 同居一室
难免会有矛盾。 留守学生屈燕（化名）性格孤
僻，寡言少语，有时深夜大声叫喊，称在宿舍
被同学欺负。 高小平获悉后，把她叫到老师宿
舍了解情况，在温和的劝说下，屈燕道出了事
情原委：她想奶奶，想回家看看。 高小平深夜
把她送回家，并鼓励她多与同学交朋友，高小
平将所学心理学知识运用到与屈燕的交流
中，1年后，屈燕变得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也稳
步上升。

以爱育爱，做孩子们的“高爸爸”
———记衡阳县渣江镇赤石中学教师高小平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陶晓辉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 记者 刘芬）近日，浏
阳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命名第五批名师工作室的通
知，本次共有 5个名师工作室得以命名。目前，浏阳
任期内的名师工作室达 24个。

浏阳市名师工作室的建立采取学校申报制度，
设在首席名师所在的学校。每个名师工作室设首席
名师 1 人，名师团队 3 至 5 人，学员团队 30 至 50
人，每次授牌为 3 年，每年进行考核，实行动态管
理。 为确保名师工作室工作的正常开展，该市还设
立名师工作室工作经费，同时要求名师所在学校配
套一定的费用。

自 2012年以来， 浏阳市先后在各个学科设立
了名师工作室，1000余名学员受益。 严格的组建机
制、有序的培养机制、科学的考核机制和有力的保
障机制， 使教师专业成长从个体发展走向团队合
作，教育人才队伍实现了量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成立名师工作室，就是要发挥名师的引领、带
动和辐射作用，培养、培训中青年骨干教师，让更多
的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享受到好的师资。 ”浏阳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浏阳新增
5个名师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肖彬 罗先兵）近日，洞口县教
科局在思源实验学校召开全县教育教学表彰大会，
表彰了 2016 年度教育宣传工作 10 个先进单位和
10名先进个人，并颁发了奖牌、荣誉证书和奖金。

洞口县教科局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把宣传工作
列入学校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狠抓通讯员队伍建
设，加大通讯员培训力度，开创了教育宣传“校校有
人写，人人都能写”的可喜局面。 2016 年，洞口县
297 所各级各类学校先后成立学校通讯小组，并参
照洞口县教科局宣传工作奖励条例完善了学校宣
传工作奖励制度。 据统计，2016 年， 全县共有 600
余名教师在各级报纸和网站发稿 3586条。

洞口县教科局表彰
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本报讯（记者 王德和 通讯员 李军锋）近日，
邵阳县首批“国培计划（2017）———中小学教师培训
团队脱产研修班一行 50余人， 组团赴湖南师范大
学进行为期 15天的集中培训。

此次参加培训的教师是从一线骨干教师和优
秀专（兼）职教研员中遴选出来的。该项目培训将持
续 3 年，分期分批覆盖初中、小学及学前教育全部
科目。 这是该县“送教下乡”项目的一个配套工程，
参培学员通过高校集中理论培训和基地名校名师
跟岗实习，经考核合格者将担负起提升该县乡村教
师教育教学技能的重任。

邵阳县启动
国培计划培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