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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52

本报讯 (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李新春)
“加强城乡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祁
阳县第一中学东扩等教育‘十大工程’建
设。 ”“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校长、教师
都要竞聘上岗、交流轮岗。 ”日前，祁阳县委
组织专题议教，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优先
发展教育”的精神，致力推动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推进教育名县建设，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本次议教围绕加强城乡学校基础能力
建设、补充教师、设立特岗教师特殊津贴和
城区学校班主任工作津贴、 深化教育人事
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统筹
推进教育名县建设等议题展开。 为力求议
深议透并议出成果，该县在会前做足准备，
精心筛选议题，到相关单位及学校调研，征
求意见，真心实意为教育办成一批实事，解
决一批难事。

近年来， 祁阳县坚持把教育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来抓，形成了“党政重教、社会
支教、教师乐教、全民兴教”的良好局面。 该
县明确了教育工作“三个优先”，即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
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
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该县第十二次党
代会和 2017 年祁阳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并实施“文教兴县”战略和创建“湖南教
育名县” 目标， 密集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7年至 2019 年中小学校标准化及学
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

近 3 年来， 祁阳县公共财政教育支出
达 23.83 亿元， 支出总量年均增长 10%以
上，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近 1/3。据统计，
从 2015 年至 2016 年， 祁阳县累计投入
3.46 亿元，建成标准化学校 1 所、乡镇公办
幼儿园 4 所、 非完全小学合格学校 44 所，
扎实推进普高、职教项目建设，改造农村薄
弱学校 89 所， 维修改扩建校舍总面积达

7.1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 祁阳县还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发展教育事业， 强力落实联
系学校制度。2016年，祁阳县级领导和县直
部门为联系学校办大小实事 170 余件，帮
扶资金 700余万元。 同时，充分发挥祁阳县
教育基金会的作用， 各镇街道专项教育基
金全覆盖， 积极吸引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
社会爱心人士捐资助学。 大力实施“三名工
程”。 近 3 年来， 该县引进并接收新教师
1081名，公费定向培养农村教师 279人。启
动“名优校长教师激励工程”，并实行定期
考核、动态管理。 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年”活动，不拘一格选聘中小学校长干部。
全面推行干部述职述廉和满意度测评，完
善教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 一大批优秀
教师脱颖而出。 目前，全县有市级及以上骨
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名校长 189
人，建立了 27个名师工作室。

祁阳以行动践行“优先发展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魏芳柏 刘芳）为认真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活动， 推动教体干部职工深
入基层听呼声、查实情、解难题，11 月 1 日，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体局近 100 名干部职工，深
入全州 8 县市的基层学校，开展“七个一”党建调
研活动。

“七个一”活动是：上一堂党课。该局干部职工
深入农村基层学校，为学校党支部(委)上一堂党
课；听一堂课。 进入每一所中心小学以上学校，采
取随机抽查或推门听课的方式听教师上课； 开展
一项问卷调查，在教师、学生、家长、群众中随机发
放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表；组织一项综合检查，围
绕目标管理考核工作， 重点对县市及学校的控辍
保学、学生资助、新生班额、师德师风等情况进行
一次综合检查；召开一次座谈会，每个组在离开乡
镇前，组织辖区内学校班子召开座谈会，反馈调研
走访及检查情况，每个组在活动结束前，在县市教
体局召开座谈会， 交办调研走访和检查中所发现
的问题；各干部职工在活动结束后，写一篇 2000
字以上的心得体会；各党支部在活动结束后，认真
撰写一篇 3000字以上的调研报告。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体局负责人介
绍， 该局在每个县市选择了 2个乡镇进行调研走
访，并覆盖辖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村片小、教学
点， 时间不少于 5天； 在县市城区调研走访幼儿
园、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体育学校
及体育场馆等，每一类型选择一所(个)，时间也不
少于 5天。整个活动分 8组二批次进行，第一批次
活动开展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 10 日， 第二批次活
动开展时间为 11月 11日至 20日。

湘西开展“七个一”
党建教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彭嵘 余敏 童光现）11
月 4 日至 5 日，湖南省“国培计划(2017)”中
小学“送培到县”项目走进龙山县。 本次培训
由湖南省教师发展中心名优特教师团队实
施。

活动中，著名书法家李再湘教授做了专
题讲座，以弘扬传统文化、创新书法艺术为
导入，系统阐述了书法教育的现状、发展方
向及未来普及国学书法的前景，并指导点评
了书法教育观摩课，与该县书法爱好者进行
了笔会交流。

龙山县历来重视书法教育，龙山县教科
所把书法教育教学研究纳入工作日程，定期
组织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书法教研活动。
2016年，龙山县更是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上设
专职教研员，教研员深入学校研究和指导书
法教学，为提高教师书法教学能力服务。

湖南省“书法送培”
走进龙山

本报讯（通讯员 罗雄 肖华）11 月 2 日，湘潭
市岳塘区教育局组织的跨学科教学交流研讨活动
在岳塘区湘机小学教育集团举行。

活动上，湘潭市美术名师工作室成员、大桥学
校教师杨逸伦， 为全区 60 余位前来观摩学习的
语、数学科教师呈现了一堂妙趣横生的美术课《百
变中国龙》。 她从游戏切入，引领学生在中国龙文
化博物馆里细细欣赏龙的形态美， 揭开了“远古
龙”“中世龙”“现代龙”变化过程的神秘面纱。学生
在体验厅里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奇思妙想， 陶泥
组、瓦片组、水墨组、拓印组学生的作品精彩纷呈。
课堂上，杨逸伦运用了翻转课堂、以学定教的教学
模式，巧妙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现场用手机展示
学生作品， 激发了学生对中国龙的艺术创造的浓
厚兴趣， 同时也充分展示了美术教育新理念的无
限魅力。

课后， 岳塘区教培中心主任袁友琪作了精彩
点评，听课教师就如何构建创新、高效的课堂展开
了深层次的讨论。老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交流研
讨活动生动、直观，让人受益匪浅。

据悉，杨逸伦执教的《百变中国龙》不久前在
全省中小学美术教学竞赛及观摩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并受到省专家评委组的一致好评。

岳塘区 60余教师
乐享妙趣横生美术课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第二轮全国巡展湖南省启动仪式在衡阳县实验学校
举行。此次巡展以“体验科学”为主题，设置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索、运动旋律、数
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等主题展区。此次巡展活动为期 75天，为衡阳县农
村中小学生和市民群众零距离接受科普教育打开了一扇“启迪之门”。

包迎宾 摄影报道

衡阳农村娃零距离体验科学

本报讯（通讯员 蹇斯军）11 月 2 日，
在安乡县教育局，安乡县团委召开了青少
年志愿者网上结对帮扶培训会，全县各乡
镇中学、县直各高中学校团委书记参会了
培训。

此次活动公开招募 3000 名青少年志
愿者， 对象是全县各中小学学生 (非贫困
户)，旨在鼓励志愿者“一对一”结对帮扶贫
困学生，通过捐赠衣物、辅导学习、结伴出
游等方式解决贫困学生的学习、 生活困

难，实现“情感上贴近、学习上促进、生活
上改进”的帮扶目标。

据悉，此次活动分“三步走”：由安乡
县各机关团组织制定本单位结对方案，下
载爱心帮扶 APP平台，建立青少年志愿者
队伍；由安乡县团委组织开展集中性结对
帮扶活动，服务对象主要为本单位挂钩帮
扶的村、社区内的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的
青少年学生；青少年志愿者为贫困学生进
行多形式的捐赠。

安乡招募青少年志愿者帮扶贫困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廖建国 肖晓蓉）日
前，“国培计划”（2017）洪江市“送教下乡”
项目“示范教学”活动分语文、数学学科分
别在岩垅中心学校、硖洲中学举行。

黔城片区的 37 名初中语文老师集中
在岩垅中心学校参加培训。 黔阳三中李飞
娟老师以《渔家傲·秋思》、芙蓉中学唐琴
老师以《望江南》《武陵春》为题上了研讨
课；送培团队的冯梅老师则以《钱塘湖春
行》为题上了示范课，洪江市教研室李莹
老师作了《班级建设》授课。

安江片区的 37 名初中数学教师集中
在硖洲中学参加培训。 大崇中心易栋梁老

师以《2.3等腰三角形》、沙湾中学王锋老师
以《相似图形》为题上了研讨课；送培团队
的袁迎春老师以《相似图形》为题上了示
范课，送培团队的袁根福老师作了《探讨
如何上数学试卷讲评课》微讲座。

据了解，“国培计划”（2017）洪江市“送
教下乡”项目“示范教学”活动，培训对象
为初中语文、数学教师，小学语文、数学教
师以及幼儿园教师。 送培团队根据之前

“问题诊断”结果，分学科以同题异构（同
课异构） 的方式选择契合培训主题的课
例，采取说课、上课、评课等方式以片区为
单位提供示范教学。

洪江“送教下乡”助教师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张军）日前，由
湖南省工商联、湖南省山东商会、山东海通
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助力精准扶贫 鲁商
在行动” 麻阳捐赠活动在麻阳县教育局举
行。 此次，湖南省山东商会为麻阳县的 48所
学校捐赠了价值 60万元的教学用具。

湖南省山东商会自 2011 年成立以来，
贯彻“常怀感恩之心，勇于回报社会”的办会
宗旨，持续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截至 2016
年底，该商会累计向湖南各地区捐款捐物达
1.7亿元。 2017年，湖南省山东商会向湖南省
工商联捐赠 3000 万元教学物资， 用于改善
农村学校办学教学条件。

麻阳 48所学校
获爱心企业捐助

本报讯（通讯员 彭三英）近日，常德市
鼎城区 2017 年高中课堂教学比武决赛在鼎
城区第一中学举行，来自全区 6 所高中学校
的 119名教师参加了决赛。

此次比赛为期 4 天，分科目、分课型进
行，科目涵盖九大学科，课型分复习课与新
授课， 选手们按照指定内容进行课堂教学。
此次比赛旨在更好地落实新课程标准，检验
高中教师暑期培训成效，加强全区教师校际
之间的学习交流，提升全区高中教师教育教
学水平，营造全区抓教学、重教研、强管理、
提质量的氛围。

鼎城区教师课堂
教学比武显身手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平）日前，益阳市资阳区
教育基金会成立大会在资阳区教育局举行， 爱心
企业和资阳籍乡友以及资阳区财政、 区教育等部
门单位现场捐资共计 1310万元。

会上总结了原益阳市教育基金会资阳办事处
在奖励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以
及救助困难师生方面所做的工作。 成立后的资阳
区教育基金会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严格按照“服
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功能定
位，将成为资阳区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补充办学
资源缺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水平的一个重
要平台。

资阳区成立基金会
服务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