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智芳） 寒冬腊
月，气温已经低于零度，邵阳市洞口县
杨林镇大山深处的峨峰教学点的师生
心里却暖流涌动。 1 月 23 日上午，学成
国际教育集团负责人柏洪涛带领众多
教职员工专程来到这里， 向 27 名贫困
学子进行一对一支教和捐资助学活动。

据了解，该教学点的 27 个孩子，来
自不同年级，几乎都是家庭困难的留守
儿童。 柏洪涛了解情况后，希望能为这
些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于是，将支
教车开到了这里，支教老师给孩子们做
了丰盛的午餐。 随后，支教教师分别给
孩子们上课， 和孩子们一起观看感恩、
励志视频， 课间和孩子们一起跳绳、跳
兔子舞、做游戏等，放学了还送孩子们
回家。 支教老师在的这两天，孩子们感
受了太多第一次， 第一次见女老师、第
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吃肉管够……事
后，柏洪涛表示，近几年，该集团积极参
与各类公益事业，给很多贫弱无助者带
去希望，公益已成为学成国际教育人必
不可少的灵魂洗礼。

学成教育集团
支教车开进大山
27 个娃体验不一样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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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曾是令不少留学生“头大”的
事，比如现场交验各种材料“跑
断腿”， 等待 20～40个工作日
才能搞定让人很“心累”……不
过，“福利”来了！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正
逐步建设完成学历学位认证

“互联网 +认证服务”平台，目
前已开通对所有国别的认证
全流程在线服务，留学生在线
就可以办理学历学位认证服
务，无时间、空间限制，并且认
证周期也进一步缩短。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 ， 实现全流程在线服务
后，认证申请人无需再到中
心或各地验证点验看原件
和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在线
即可直接提交申请材料并随
时查询办理进度， 认证结果
出来后， 申请人可网上直接
打印认证书， 无需等待邮寄
的纸质证书。 留学生只需登
录在线快捷认证申请系统
(http://renzheng.cscse.edu.cn)

“足不出户” 就可完成各种
认证手续。

目前，教育部根据核查文凭证书渠
道和核查方式的不同，对涉及 125 个国
家和地区的文凭认证进行分类管理，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文
凭认证周期由原来的 20 个工作日缩短
为 10 个工作日以内； 澳大利亚、 新西
兰、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大部分院
校的文凭认证周期由原来 20 个工作日
缩短为 15 个工作日以内； 还有少数比
较难的认证、 渠道不是很畅通的国家，
仍然保留原来 20个工作日。

另外，不少留学生反映，国(境 )外
学历认证一直存在费用偏高的问题，
对此留学服务中心表示， 申请材料中
将取消认证书的翻译件， 改为由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或聘请专业
人员翻译，节省申请者翻译费用支出。

据《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 付康松）1 月 28 日，湖南日
报社全域旅游中心研学旅行衡阳项目部正式
揭牌。 据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相关负责
人李巍介绍， 衡阳项目部是湖南日报社全域
旅游中心在全省的首个运营试点单位。 经过
前期试运行， 公司已研发了一批研学旅行精
品路线。

据悉，2017年 10月，在湖南旅游发展委员
会指导下，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正式成立
大型旅行服务机构———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
中心研学部，致力于为湖湘学子乃至全国中小
学生提供更规范、更科学、更有创意的研学旅
行。 目前，该机构已服务逾 5000名学子。

衡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衡阳市研学旅行

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刘定安介绍， 研学旅行是
教育的一种新模式， 将社会实践纳入基础教
育课程，打破教育边界，将教育带入更广阔的
天地。 继国家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后，衡
阳市直 10 个部门结合衡阳的实际，联合下发
了《关于推进衡阳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
实施方案》，成立了衡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工作协调小组，加大对衡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管理指导。 2017 年是研
学旅行的元年，衡阳市委托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科教新报社在推进衡阳市研学旅行活动方面
做了一系列尝试，开辟了一批具有良好示范带
头作用的研学旅行精品路线，获得学校、家庭

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开启了衡阳市的“研学时
代”，推动衡阳教育创新走向广阔天地。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文萃传媒分公司
总编辑王兴银指出， 研学旅行拓展的不只是
知识，更是见识。 湖南省教育厅等 11 个部门
不久前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将研学旅行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计划， 提出要开发一批育人效果
突出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 建设一批具有良
好示范带动作用的研学旅行精品路线。 迈进
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推动学生对研学旅行、
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是我们媒体工作者义不
容辞的担当。《科教新报》将一如既往做好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宣传、引导和服务工作。

每到期末， 老师们都会忙
着给学生写期末评语， 但是杭
师大附中的学生却集体给老师
写起期末评语，是不是很新鲜？
看着这一张张既有趣又温馨的
期末成绩单， 该校老师在惊喜
和感动之余， 惊叹道：“学生们
实在太有才了。 ”该校学生处卢
昕老师介绍，“成绩单” 一共分
为四个部分：老师肖像，总结性
评语， 经典语录和各科成绩。
“这也能反映出学生们对老师观察的点滴。”为啥学生要给老师发“成绩单”？一位老师
道出了真相：“教学相长。老师有进步，学生感念在心，需要有一种途径记录下来，给予
老师肯定与鼓励。 这也是学校的感恩教育内容之一， 让学生对身边的人和事心存感
激、学会感恩、表达感谢。 ”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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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
准》， 在保障学生平等权益方面明确规定要实
行均衡编班，不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为此，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开展的
一项调查显示，75.2%的受访者身边的初中学
校有“实验班”“尖子班”等变相重点班，47.7%
的受访者不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点班，
27.2%的受访者支持杜绝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
点班现象，57.8%的受访者建议确立以人为本、
服务学生成长的分班原则。

据《中国青年报》

调查

从智能手机到平板电脑，当代社会的青少
年生来便置身于网络世界， 被冠以“滑一代”

“搜一代”“互联网原住民”等称呼。 根据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青少年网民（19 岁以下）近 1.7 亿，约占
全国网民的 22.5%。 在青少年“触网”的过程
中，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尤其明显。 近期，
中国青少年宫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发布了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娱乐是少儿使
用网络的主要目的，其中，研究网络游戏的
14 岁儿童达到 60%。 从整体上看，平均有超
过 29.1%的学龄前儿童（3 至 6 岁）每天使用
网络的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此后，随着年龄的
增长，网络使用时间逐渐增加，到了 14 岁，已
有 60.8%的儿童每天的网络使用时间超过 30
分钟。

据《北京晚报》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秋燕 ）近日，长沙市
2017 年教育人事暨“县管校聘”工作经验交流
会在长沙高新区举行。 会上，长沙市教育局机
关党委书记胡慎信肯定了长沙高新区“县管
校聘”工作。

据了解， 高新区自 2017 年初成为长沙

市“县管校聘”改革试点区后，将湖南师大
附中高新实验中学和麓谷小学作为体制内
教师和区聘用制教师聘用、 管理的改革试
点单位， 进行教师自主聘用， 探索竞岗分
流。

“县管校聘”工作，结合已实施的“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捆绑教育”等工作，高新区教育
资源特别是优质教师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城
乡、校际间差距逐步缩小。

近三年来， 该区城乡学校小学毕业考试，
语数外学科成绩均衡幅度进步值分别达
6.98%、5.18%和 8.31%。

75.2%受访者称身边中学
有变相重点班

六成 14岁儿童关注网游

长沙高新区“县管校聘”工作获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吴立芳）近日，《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 (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 》)的“学前
教育发展任务”中明确指出：基本普及学
前教育的同时，要重视 0～3 岁早期教育。
在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视 0～3
岁早期教育”实践过程中，如何推进 0～3
岁早期教育的规范管理及科学发展是最大
挑战。

为了引领湖南省 0～3岁早期教育规范、科

学发展的使命，实现湖南省早期教育规范、科学
发展的目标，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于 1月 27日
在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召开“湖南省
学前教育学会 0～3岁早期教育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

长沙市开福区妇联和教育局相关领导受
邀出席了成立大会， 他们对目前湖南省 0～3
岁早期教育相关政策及现状进行了分析。 湖
南省学前教育学会副会长、 湖南师范大学杨
莉君教授及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秘书长、长

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研究所张建国所长也出
席了大会。

大会委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万湘桂教
授为专业委员会顾问，委任长沙师范学院附属
第一幼儿园袁新梅园长为专业委员会主任，
并通过了龙明慧教授等 13 位专业委员的提
名副主任和秘书长。 万湘桂教授强调，“推进
湖南省 0～3 岁早期教育规范管理及科学发
展，既是专业委员会的初心，也是专业委员会
的使命。 ”

湖南成立专业委员会 规范管理 0～3岁早教事业

老师们的成绩单

信息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