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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 周长江）“感谢
你们！ 你们的‘流动’课堂，让我们的乡村振
兴更有希望。 ”5 月 8 日，当浏阳社港中学党
员教师又一次来到新安完小志愿“走教”时，
社港镇合盛村党支部书记邓国清感激地说。

新安完小位于浏阳社港合盛村，现有学
生 112 名，教师 8 名。 因地处偏僻，规模较
小，无法配齐课程所需专业教师。 为解决这
一难题，社港中学党支部组建了一支党员志
愿“走教”队，定期对这所小学进行“走教”，
给学生送来专业的“流动”课堂。

这支“走教” 队成员由音、 体、 美、
英、 信息技术等小学紧缺的学科党员教师
为主， 鼓励非党员教师参加； 组织形式上，
由每月一次“流动” 变为每周集中安排 1

至 2天固定“走教”。
为充分调动“走教”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该校党支部除定期、不定期对“走教”教师的
课堂教学、集体备课、作业批改等情况进行
督查、考核外，还将“走教”教师活动参与情
况纳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并在年度考
核、评优评先、晋职晋级中予以倾斜。

“组建志愿支教队后，虽然中学、小学两
头跑， 但每次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
再累也值得!”社港中学青年党员肖滢已经连
续参加了三年志愿支教活动，在她的感染和
号召下，今年队伍再一次壮大，又有几个志
愿者加入其中。

“教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教
育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港中学党支部

书记黄建新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创新“走教”
形式和深化“流动”课堂内涵，积极探索建立
“中学引领小学、中心学校帮扶薄弱学校”机
制，通过“走教”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实现
基础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浏阳社港中学“走教”只是浏阳市党员
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浏阳市教
育局党委号召各学校党组织在教师志愿支
教的基础上，坚持党建为统领，进一步发挥
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的全面振
兴添砖加瓦。 目前，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
织先后成立了 56 支志愿支教服务队，600 余
名党员教师带动 400余名非党员老师， 自愿
走进浏阳乡村各小学，为偏远学校学生提供
音、体、美、英语等“流动”的专业课堂。

浏阳 56支志愿支教服务队走进村小
本报讯（通讯员 刘桂生 冯建新）近日，

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 2017年度湖南省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永州市 5
县区荣获 2017 年度全省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优秀单位，分别是冷水滩区、道县、新田、祁
阳、蓝山。

近年来，永州严格按照国务院和湖南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高标准做好校车安全管
理工作，保障学生乘车安全，逐步形成了“政
府主导、乡镇负责、部门监督、公司营运”的
工作格局，基本实现了农村中小学校车全覆
盖。 2017 年，全市投入 1 亿余元用于校车购
置补贴、学生乘车补贴、校车营运成本补贴、
道路安全隐患整改等支出。 同时，联合教育、
交警、安监、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从校车运
行的各个环节入手，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
执法、重实效的工作要求，全面加强校车安
全“打非治违”行动。

永州五县区获省校车
安全管理优秀单位

为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全面落地，围绕“以棋养性，以棋启志，以棋治学，以棋会
友”的活动宗旨，株洲市芦淞区开展了第三届中小学棋类比赛。来自 18 支学校代表队
的 400 多名中小学生参加比赛，共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三大项目。芦淞区区委书记
王建勇指出，芦淞区教育局要将棋类运动在全区中小学校广泛开展起来，让棋类课
程进校园、进活动、进生活。

叶贞涛 肖正乾 摄影报道

芦淞区 400学生“以棋会友”

本报讯（通讯员 吴阳）近日，汨罗市
“名师”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十届
“名师”评选办法座谈会，特级教师代表、乡
村青年教师等齐聚一堂， 研讨第十届“名
师”评选办法。

根据《汨罗市“名师工程”实施方案》，
今年该市将评选 60 名市级“名师”， 由市
委、 市政府在教师节期间进行表彰。 为客
观、公正、科学地选准、选好第十届“名师”，
市“名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3月 28日
下发了《关于征集〈汨罗市第十届“名师”评
选办法〉修订意见的通知》，面向全系统内

的单位和个人广泛征集意见建议。 目前有
屈子祠镇联校、长乐小学、荣家路小学等单
位，以邮件的形式递交了意见和建议。

此次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们提出的意
见极具参考价值，有的提出通过建“名师”
工作室，开展巡回教学、专题讲座活动等形
式，更好地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有
的针对评选条件、评选方式与程序、评分细
则，提出了很多科学可行的意见；也有的表
示应注重“名师”评选前的宣传发动，评选
时广泛征求本单位教职工的意见，提升“名
师”的公信力和公认度。

汨罗教师为“名师”评选出谋划策

本报讯(通讯员 刘江龙 孟宏丽)� 5 月 11
日， 益阳市赫山区小学语文工作坊在海棠学
校开展了线下研修活动。活动中，语文工作坊
坊主刘胜兰以《沙滩上的童话》为蓝本，展示
了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德育教育的做法；海
棠学校的胡小妍和衡龙桥镇学校的黄纯以
《大禹治水》《触摸春天》为例，讲述了语文教
学中如何准确定位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设计。

赫山区小学语文工作坊成立于 2017 年，
由该区教培中心教研员陶莉莎、 迎宾小学教
师刘胜兰、 龙洲小学教师谢思斯组成工作坊
核心人员，带领来自城区和乡镇的 65 名工作
坊成员常态化开展小学语文教学研修活动。
该工作坊运用信息技术、借助磨课平台，通过
线上和线下备课、上课、评课、议课的方式打
磨了许多精品语文课，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今年 4月， 赫山区小学语文工作坊在全省学
科工作坊中期评估中获评 A 类（优秀）工作
坊。

赫山区小学语文工作坊
促教师专业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郭满平 罗美琴）近日，
桂东县教师全员教学大比武决赛举行， 分小
学组和幼儿园，设沤江一完小、沤江二完小、
思源学校琴山校区三个比赛现场， 共 31节课
亮相。

赛场上，31 名参赛教师以独特的设计、新
颖的教法赢得了现场观摩教师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 本届全员教学大比武活动比赛含学
前教育阶段至高中阶段所有学科。 从学校初
赛再到片区复赛， 全县 1500余名教师全部参
与，初中组和高中组决赛已于 1月份完成。

近年来， 桂东县教育局以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为中心， 围绕“四个回归”（校长回归课
堂、教师回归教材、老师回归家访、师生回归
情谊)引导全县各学校在日常工作中积极落实

“三个一”(一周一研修、一月一研教、一期一研
讨)活动，种种举措成效显著，全县义务教育质
量连年创优， 桂东县教育局教育教学质量管
理连续四年评为市一等奖。

桂东教师教学比武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郑春艳）日前，
麻阳苗族自治县“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百老千童共讲红色故事”活动在富洲学校
举行， 不同类型的红色故事让参与者受益匪
浅。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目前，县关工委
成立了麻阳红色故事宣讲团，聘请了滕树伟、
李叶平、张平扬等“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成员为红色故事宣讲
员， 届时将有计划地深入到各乡镇学校进行
宣讲。

麻阳师生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娟娟）近日，第 21
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

“红旗飘飘 引我成长”演讲朗诵比赛（衡东
县赛区）在衡东县教育局举行，全县推选了
81名选手参加决赛。

选手们以《红旗飘飘 引我成长》读本
为基础，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歌唱祖国》是颜广伟最爱的歌，因为歌中
有他心中最爱的一抹红———五星红旗；陈

可涵用“小萝卜头”的故事激励自己，克服
了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眭鑫茹学习罗
荣桓元帅帮助他人的精神， 为偏远山区贫
困家庭姐弟送温暖……赛场上传播着满满
的正能量。

此次演讲朗诵比赛属于衡东县第 21
届主题教育活动“红旗飘飘 引我成长”系
列活动的组成部分。 此外，全县中小学生主
题微视频和征文比赛也在进行当中。

衡东举办红色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彭新平 刘洪波）近日，炎
陵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十都镇中心小学开
展小学生甲状腺容积测定等碘缺乏病监测工
作。 这是该县开展 2018 年碘缺乏病监测的首
站。

炎陵县属于普遍缺碘地区，通过多年实施
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人群碘营养状
况总体得到改善。为进一步了解炎陵县人群的
碘营养状况， 此次监测将覆盖水口、 十都、鹿
原、策源、霞阳等 5个乡镇，监测采取随机抽样
的方法，合计监测 400 人（8 至 10 岁儿童 200
名、孕妇 100 名、新生儿 100 名）。据了解，整个
监测工作从人员培训、尿液采样、碘盐采样、调
查、化验、分析、数据录入、上报、复核将跨时 3
个月。

炎陵开展学生
碘缺乏病监测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孙志奇 杨定文）为提高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助推娄星教育又
好又快地发展，娄底市娄星区教育局于日前成
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召开动员大会，全
面启动学校章程建设。

根据娄星区教育局的工作安排和要求，章
程建设实行辖区学校全覆盖，全区 270 余所各
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在 2018 年 5 月底前要
全面实现“一校一章程”，章程建设工作将纳入
学校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由督导室和法制办负
责督促落实和评价考核。

娄星区全面启动
学校章程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刘燕舞 李小旺）近日，
2018 年邵东县名师工作室团队高级研修班
的 120名学员齐聚长沙教育学院， 开启了为
期 6 天的名师工作室能力建设专业研修之
旅。

邵东教育素来重视名师团队建设， 为发
挥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邵东县
教育局、 邵东县教师进修学校特联系长沙教
育学院， 为全体名师工作室成员争取到了此
次专题高级研修班的学习机会。据了解，整个
研修过程以“问题导向、行动研究、深度参与、
群体超越”为途径，以实现走向专业化的名师
工作室能力建设为目标， 为参学者搭建了经
验分享、观点碰撞、情感交流、智慧共生的平
台。

邵东 120名学员
赴长沙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