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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连线
让学生享受高品质义务教育

云龙 5 年教育支出逾 3 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 谭 和 民）4 月 9 日 12
时，下课铃声响起，株洲市云龙示范区龙头
小学 300 余名学生有序来到食堂用餐，午餐
全免费，三菜一汤，还有水果，菜品十分丰
富。
据了解，从 2016 年春季起，云龙示范区
每年财政投入 500 万元，在全市率先全面推
行免费营养午餐。 加上 2013 年开始实施的
全部免除学生教材、教辅、校服、寄宿、保险
费用，该区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零收费”，
让辖区居民充分享受到发展红利。

龙头小学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 基础设
施陈旧，教学条件简陋。 2017 年夏季，该区投
入 100 余万元， 启动学校提质改造工程，新
建食堂、 新添塑胶跑道和多功能教学一体
机，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变化更大的是云田学校。 4 层教学楼气
势恢宏， 功能齐全先进；3 层食堂宽敞整洁，
能容纳 1500 余人就餐； 寄宿楼可提供 1500
个床位， 每间宿舍配有 2 个卫生间和洗澡
间，空调、电扇一应俱全。 据悉，云田学校一
期投入约 9000 万元， 已于 2016 年 3 月竣工

石门：202 名大学生
贫困地区就业获补偿

验收投入使用；二期投入约 1 亿元，正在进
行主体施工。
5 年来， 云龙示范区财政安排预算内教
育支出共计 3.4543 亿元，辖区内所有中小学
全部完成省级合格学校建设。 此外，该区投
入 1500 万元，完成中小学信息化“三通两平
台”建设与安全平台建设。
未来 3 年，该区还将新建长郡株洲云龙
实验学校、大丰学校、官塘坡学校、磐龙学校
等 5 所学校和 2 所公办幼儿园， 确保区内学
生能就近入学，享受高品质的义务教育。

鼎城城区幼师同台竞技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刘春）
“这笔学费补
偿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4 月
5 日， 在石门县雁池乡中心学校任教的刘晓雯收
到了 5000 元学费补偿，感激不已。 据统计，像刘
晓雯这样收到学费补偿的该县去年有 202 人，补
偿金额共 95.9 万元。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出台的相关政
策，省内高校毕业生到本省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服务期 3 年以上( 含 3 年 )的，由省财政安排经
费给予学费补偿。
石门县作为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县，
2015 至 2017 年， 该县已补偿到乡镇基层单位就
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共计 381 人次，补偿金额累
计 182.8 万元。
“像木头”“像火腿肠”“像糖果”……在科学活动《电池宝宝 》教 学 现 场 ，孩 子 们

本报讯（通讯员 彭 爱）日前，龙山县教体局
下发 《龙山县教体系统 2018 年全面落实“河长
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全县中小学生积极投
身于保护江河库湖的社会实践， 从自身做起，争
做水体生态的保护者、文明生态的宣传者、美好
家园的建设者。
本次活动以“保护美丽河湖·我们在行动”为
主题，通过进行一次国旗下的江河库湖保护管理
教育宣传讲话、悬挂一条有关河湖保护的宣传标
语、举办一次以“保护美丽江河库湖，建设美好家
园”为主题的班级黑板报评比活动、开展一次“珍
爱江河库湖，保护生态”主题班队会活动、组织一
次“
小手牵大手，推进河长制”的家校互动活动等
方式，争取以学校带动学生、以学生带动家庭、以
家庭带动社会，不断将“河长制”宣传教育活动推
向深入。

东安打好防溺水
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 吕 先 云 胡 南 南）
“放学路
上，学生齐唱防溺水歌，这种形式很好……”4 月
10 日，东安县教育局局长唐德光率队督查舜德学
校时，对该校的防溺水工作给予了肯定。
4 月以来，为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东安县教
育系统全面落实领导包片、股室包乡镇、干部包
校防溺水工作机制，开展防溺水专项督查工作。
此前，东安县教育局 100 名干部深入全县中
小学校开展专项督查活动，重点督查学校防溺水
工作网络是否建立、规章制度是否完善、宣传氛
围是否营造、校舍安全是否有保障、是否配合属
地政府对附近危险水域进行排查等。 督查结束
后，督查组一行对各学校防溺水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了通报， 对工作不到位的环节进行了会诊，旨
在坚决打好防溺水攻坚战，确保校园稳定和师生
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符 文 斌 杜 君）近日，永顺
县召开了 2018 年学前教育工作会议，此次会议
一改过去领导在台上讲话、 园长在台下听会的
模式，而是让年度优秀幼儿园园长“上台”分享
其先进的办园经验和管理方法。
会上，永顺县幼儿园、灵溪一小附属幼儿园
两所公办幼儿园园长分别进行了“凝心聚力谋
发展、开拓进取谋新篇”“用真挚情怀、谱幼教新
篇”的主题发言，分享其办园经验。 金色摇篮幼
稚园、 德雅第一幼稚园两所民办幼儿园园长围
绕“追求规范高质、打造窗口名园”“创设适宜的
班级环境，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分享了
创名牌园和办品牌园的经验。
近年来，该县始终将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提
高学前三年入园率摆在优先发展位置。 据了解，
该县为每个乡镇和人口较为集中的村均新建了
一所高质量的公办幼儿园， 同时加强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建设。 据统计，永顺县现有各级各类幼
儿园 157 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42 所；115 所民办
幼儿园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有 99 所。

浏阳今年新增
网络联校主校 4 所

兴奋地表达着“电池像什么”。 4 月 3 日，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举行了 2018 年城区

龙山“
河长制”宣传
进校园

永顺优秀园长上台
分享办园经验

“幼儿园教育能手”选拔赛，旨在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化
发展。 一位观摩老师说：“最喜欢第一堂课，思路清晰，各环节衔接恰当，希望有更多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近日，浏阳市教育
局召开 2018 年网络联校会议， 对 2018 年网络
联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2018 年，该市将新增
网络联校主校 4 所、分校 12 所，并逐步实现网
络联校全覆盖。
近年来， 浏阳市教育局大力推进网络联校
工程， 由城区主校教师定期为山区多个学校学
生授课，此举可以让 1000 余名山区学校的孩子
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同时，利用“网络联校”
工程加强系统融合、校际联结，并整合教科所、
信息中心等机构， 促进网络课程研修与校本研
修有机融合。 目前，该市网络联校主校和分校分
别达到了 11 所、54 所。

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
彭三英 摄影报道

新晃社会组织助力贡溪镇脱贫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徐 慧） 日 前 ，
“小书包·大梦想” 活动启动仪式在新
晃侗族自治县贡溪镇田家村举行。 此
次活动由新晃侗族自治县委统战部组
织， 贡溪镇人民政府、 各村扶贫工作
队、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 新晃新
联会、 新晃微爱志愿者协会等参与了
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以脱贫攻坚工作为重心，

通过爱心捐赠让农村孩子感受到了温暖
和关爱； 同时开展“五防” 课程进村小
活动， 提高了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意识，
帮助儿童健康成长。 活动期间， 新晃侗
族自治县中医院在田家村开展了免费义
诊， 新晃侗族自治县社会爱心组织对部
分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问， 对田家村村
集体喂养的藏香猪进行了以购带捐、 义
买义卖扶贫活动。

邵阳县三校联动助推教师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罗 乐 洋）近日，邵阳
县黄亭市镇中学、 蔡桥乡中学和长乐乡
中学联合开展“三校联动共推青年教师
同成长教学交流研讨活动”，50 余名教师
聆听了青年教师执教的语文、 数学、英
语、物理和政治展示课，并剖析了其亮点
与不足。

据了解， 这是邵阳县开展校际教研
活动的一个缩影， 旨在进一步加强县域
内教师的教学互动和教学经验交流。 下
一步，该县教研室将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组织县级学科带头人， 认真开展送教下
乡、教学比武等活动，以教研促教改，以
教改提质量，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辰溪着力治理教师有偿补课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明）为规范教师
从教行为，建树教育良好形象，近日，辰溪
县教育局各班子成员分赴各中小学校开
展治理教师有偿补课行为专项督查。
此次各督查组督查治理的重点是，
教师是否有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 以给
学生补课、 辅导、 做作业的名义收取费
用； 是否利用双休日、 寒暑假或法定节
假日， 在校内、 学生家中等场所进行补
课， 从中获取报酬； 是否有为其他教师
或校外办学机构介绍补课生源并从中获
取报酬； 是否有在校外培训机构 （民 办

学 校） 兼职从事学科类教学、 文化补习
或替培训机构进行招生宣传及组织生源
并获取报酬等行为。
为了切实治理中小学校在职教师有
偿补课行为，辰溪县教育局设立并公示有
偿补课举报电话、举报邮箱，自觉接受广
大师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同时，该县教育
局要求局领导、相关股室负责人、相应督
学责任区责任人要按照所划分的责任学
校和责任片区，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与暗
访巡查，加强执纪问责，对有偿补课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桂东 43 万元奖先进
本报讯（通讯员 郭满平）
“这份荣誉对我来
说，是激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
加努力。 ”近日，桂东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黄丽
艳颇有感触。 这一次，她以数学学科教育教学质
量排名全县第一的成绩获得“教育质量先进个
人”称号，并获得奖金 1000 元。
近日，桂东县教育局拿出 43 万元，奖励 15
个 2017 年教育质量先进单位和 152 名先进个
人，在全县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
以奖促教，激励全县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近年来，桂东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
面开展“四个回归”活动（校长回归课堂、教师 回
归教材、老师回归家访、师生回归情谊），大力实
施“三个一”工程（一 周 一 研 修 、一 月 一 研 教 、一
期 一 研 讨），扎实开展校本研训工作，在全县学
校形成了“人人谈课改，个个议教学”的良好氛
围，全县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江华 5 校获爱心课桌椅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世日 奉天生）4 月 8 日，
“情系家乡学子，传递希望之光”江华瑶族自治
县课桌椅捐赠仪式在江华职业中专举行，2000
套爱心课桌捐赠给了江华职业中专、涛圩中学、
大锡乡中心小学、大路铺镇兴佳完小、界牌乡伍
家寨村小 5 所学校。
此次捐赠由长沙民族联谊会江华分会、湖
南新训团消防训练中心等 6 家爱心单位发起。
近年来， 江华瑶族自治县不断完善教育扶
贫资助体系，“政府主导 + 部门发力 + 社会助
力 + 群众出力”的教育扶贫模式，让 10000 余户
建档立卡的瑶胞贫困户孩子乐享教育扶贫阳
光。 同时，该县还建立了县、乡、学校、村（组）控
流保学机制，做到教育扶贫“一对一”结对帮扶，
一帮到底， 确保所有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生
全部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