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曾张令）“我想要一个新
书包”“我想要一条公主裙”“我想要一双溜冰
鞋”……石门县新关镇 70名留守儿童的“微心
愿”通过学校、镇政府、县妇联的层层传递，短
短两天被社会爱心人士认领一空。 日前，新关
镇开展了主题为“情系留守·爱暖童心” 点亮

“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将 11 名爱心人士及
1 个爱心企业捐赠的书包、笔盒、衣服等价值
1.2万余元的学习生活用品分别送到孩子们手
中。

当志愿者把礼物发到孩子们手上时，孩子
们眼神里满是感动。 爱心人士纷纷表示，虽然
“微心愿”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留守儿童的
困难， 但希望这些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爱，能
鼓舞孩子们有更充足的动力去实现心中的梦
想。

石门新关镇留守儿童
圆梦“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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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舒象彬 杨秀娟）“新晃
交警倡议：让路高考，高考期间尽量不开车上
路。注意考点周边禁行标志，提前做好绕行准
备。遇考生过马路主动停车让行。经过考点附
近应减速慢行，勿随意鸣笛。呼吁有爱心的各
位驾驶员积极加入‘爱心送考’行动……”

近日， 由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发起的一份《倡议书》， 通过电视、广
播、手机短信、自媒体、交警上街发放等渠道，
送达到全县 8000余名驾驶员手中。 其倡导广
大驾驶员朋友为高考让路、参与爱心送考、不

在考点周边鸣笛和乱停乱放等， 积极为广大
考生创造安全、 畅通、 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
境。

与此同时， 为确保高考期间交通秩序的
总体平安、畅通、有序，新晃侗族自治县交警
提前部署，周密谋划，全警参与，多措并举，切
实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该县成立了 2018年
高考期间交通安保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高考
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方案， 对高考期间各
项交通安保工作做到定点、定岗、定责。同时，
新晃侗族自治县多次组织警力对考点及其周

边交通环境进行现场勘察， 并加强与县教育
局、县一中等相关单位的联系和衔接，根据实
际情况在考点周边划定了禁鸣、分段限行、单
向通行等路段。 从 5 月 30 日起，该县开展校
园周边秩序整治， 重点对考点周边车辆乱停
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对占道经营
影响交通以及接送学生和家长的车辆驾驶员
进行文明驾驶宣传劝导。

“我们积极响应倡议，在高考期间文明驾
驶、参与爱心送考。 ”新晃侗族自治县出租车
公司驾驶员杨先生说。

少开车 不鸣笛

本报讯（通讯员 谭红）为发挥优秀教师的
辐射、引领和指导作用，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互
补，增进城乡教师的相互学习，近日，娄底市教
育局机关党委、市直学校部分负责人和老师前
往新化县桑梓镇，开展“送课下乡助力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

在桑梓中心学校和满竹学校，市直学校的
老师们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教学活动，如美术课
《我画的动漫形象》、 科学课《磁极的相互作
用》、音乐课《爷爷爸爸和我》等，营造了轻松愉
快的学习氛围，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在欢乐、
活泼的气氛中迅速地掌握课堂的内容。

活动结束后， 两所学校的老师纷纷表示，
这次送来的课非常贴近农村教学实际。 据了
解，接下来，“送课下乡助力教育”主题党日活
动将到冷水江市铎山镇的 3所学校开展。

娄底送课下乡助力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阳琼）6 月 1 日，隆回县树
竹完小，大邵公益 60 余名爱心人士为该校 285
名学生赠送校服。 该校是隆回县 2018年“衣份
爱心，衣份温暖”校服捐赠活动第一站。

“衣份爱心，衣份温暖”是隆回县大邵公益
志愿者联合会发起的一系列公益项目之一，此
项活动将为 11 所山区村小学校共 1400 余名
学子送上暖心校服。 据了解，隆回县大邵公益
志愿者联合会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成立，专
注贫困助学， 在两年多时间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

隆回 1400余名学生
获赠校服

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开始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 为帮助考生缓解压力，5
月下旬以来，桃源各高中学校纷纷出招为考生减压。

桃花源一中邀请湖南师范大学心灵成长团队精英导师朱志伟来校，他以《阳光
心态，智慧人生》为题为高三学生做了一次减压心理辅导讲座。桃源三中在模拟考试
后为学生安排了活动解压，双人挤气球、篮球接力跑、滚铁环接力等活动供学生选
择。 学生们表示，这种劳逸结合的安排让他们感受到老师和同学带给自己的力量和
温暖。 万龙 杨敏莉 摄影报道

桃源各校出招为考生减压

本报讯（通讯员 吕先云）日前，东安县大
江口中学 150 名学生与当地乡村医院签约了
“家庭医生”。 至此，全县 3万名留守儿童全部
签约了“家庭医生”。

实施“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是东安县政
府的一项民生工程。 为了切实解决全县留守
儿童身体健康或突发疾病就医难、就医慢等问
题，该县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携手在校园开展
签约“家庭医生”活动，由当地卫生部门定期组
织到学校进行卫生健康教育和义务体检。 签
约“家庭医生”后，学生可享受基本医疗、预防
保健、社区护理服务，特别是留守儿童白天或
晚上一旦发生疾病，只要致电一下自己签约的

“家庭医生”，便会得到上门服务。

东安 3万留守儿童
签约“家庭医生”

本报讯（通讯员 刘志文 欧兰军）近日，永
兴县“武术进校园”推进会在试点代表学校碧
水小学举行。 永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露指
出，各中小学要重视武术进校园活动，把武术
教育与传统德育、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阳光
体育运动的开展与丰富大课间活动相结合。

近年来， 永兴十分重视传统武术传承，武
术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得独具特色。 各学校体育
课有专门的武术知识和技能教学内容，将武术
健身操、趣味武术、武风武德等列为体育课教
学内容；试点学校每个班级一周至少有一节武
术课；每天的大课间活动，学生都要做武术操
《弟子规》。

永兴力推武术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杨酉银）近日，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 2018 年中小学生演讲比赛在县青
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经过激烈的角逐，鹤山小
学、乐群小学、土桥小学、艮山口小学荣获小学
组一等奖，职业教育总校、靖州一中、横江桥中
学、太阳坪中学荣获中学组一等奖。

本次比赛以“红旗飘飘·引我成长”“传承
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 演讲台上，
40 名参赛选手深情并茂地表达着他们对红旗
与红色基因的理解。 他们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和
深情的表演将爱国情、 爱党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感染着现场所有人。

靖州举行
中小学生演讲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 肖男）日前，株洲市
中小学“咱们教育有力量”艺术展演系列活动
在株洲神农大剧院开启。 该系列展演共有 13
个专场活动，目前已经开展了荷塘区、芦淞区、
石峰区、天元区和云龙示范区专场。

据株洲市教育局学生工作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咱们教育有力量”艺术展演系列活动从
今年开始启动，按照各校开展活动、县市区展
演、市级集中展演三个阶段有序推进。 此次活
动力争让每个学生能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愿
选择参加艺术实践，能够参加至少一项艺术活
动，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
益者。

据了解， 此次活动将持续 5 个月，6 月 27
日、28 日晚 20:00 将开展株洲市八中梦航专
场，之后将开展株洲市一中民乐专场、株洲市
四中春之声专场；9 月至 11 月上旬将有全市
优秀艺术作品展览、演出、表彰等。

本报讯（通讯员 龙鸿发 李志忠）日
前， 耒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郭兴中参加了
耒阳市教育局的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郭
兴中围绕关于耒阳教育的新部署、新要求，
为局机关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党
课。

郭兴中强调，耒阳今年的教育工作，是
自普九义务教育验收 20 年来， 压力最大、

矛盾最多、挑战最严的一年，全体党员干部
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教育工作的目标， 全力
抓好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暨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迎检工作。 会上，郭兴中要求全教
育系统党员干部： 要科学调整全市教育布
局、大力改善城乡办学条件、全力化解城区
“大班额”、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优
化学校周边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廖岩水 廖永忠 张会齐）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州
教体局联合开展的“法治进校园”全州巡讲活
动在吉首乾城小学启动，并举行首场巡讲。 此
次活动旨在提升未成年人的自觉守法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为开展好本次活动，该州人民检察院从两
级检察机关抽调一批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的骨干组成全州巡讲团，将分赴各县市开展法
治巡讲， 今年内实现对全州各县市的全覆盖。
同时，该州检察院将与教体局合作，在全州范
围内建立一批法治教育基地、 检校合作示范
点。

耒阳教育局党员同上党课

湘西开展
“法治进校园”巡讲

本报讯（通讯员 徐稳安）近日，由岳
阳市委组织部、岳阳市广播电视大学等组
成的“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联合督查组，
对平江县“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进
行全面的检查。 督查组肯定平江县“农民
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认为值得推广与
学习。

平江县从 2009年开始启动“一村一名
大学生”培养计划，2015 年启动“农民大学

生培养计划”， 到 2017年秋共招收培养农
民大学生 1863名，已毕业 1060名。在加强
农民大学生管理服务上， 平江县以实干作
风确保实效，让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

在已毕业的学生中， 有 682 人当上了
村官，成为村级事业发展的领头羊；有 42
人考上了公务员， 成为服务乡镇工作的生
力军；有 113人成了种养能手，成为带富一
方的土专家。

平江“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获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近日，浏阳
市下发《浏阳市促进社会投资十条》，内
容包括支持工业增加投资、 支持农业产
业化、 支持民间资本办学等十条政策措
施。

在鼓励民间资本办学上明确规定：
对符合教育发展规划， 新建 1000 万元以
上（不含土地款）、扩建 500 万元以上（不
含土地款）的民办学校，保障其必需的用

地指标。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采取划拨等
方式供应土地。营利性民办学校新增教育
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收益本级留存部分
的 50%奖励给学校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前五年本级留成
企业所得税先征后奖。新建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浏阳本级独享部分
全免；新建营利性民办学校，行政事业性
收费浏阳本级独享部分减半等。

浏阳鼓励民间资本办学

株洲市中小学
艺术展演活动开启

新晃倡议 8000驾驶员为高考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