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华实行“绿色护考”
本报讯 (通讯员 唐世日)近日，江华瑶族自

治县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开出首张罚单，
这是该县开展“全面禁燥 绿色护考”活动的缩
影。 据了解，为确保高考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
行，该县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自 5月中旬以来，该县成立了考期禁噪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2018 年度高、中考期间绿色
护考月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三考”（高考、
学考、中考）考前 15 天为“噪声严控期”、考中为

“噪声禁止期”。“三考”期间，该县派出巡查小组
在“噪声禁止期”进行 24 小时值班，在每个考点
安排 1名监察人员驻点，负责考场 500 米范围内
噪声监控；对违反考期禁噪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
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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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
为你自豪……”6月 11日，记者走进永州市零
陵区中山路小学， 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响彻校
园。 唱红歌、看红色经典读本、讲红色故事，已
成为该校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英雄模范人物’
张思德，因为他很无私，将自己的饭让给战友
吃。 ”自从中山路小学开展红色文化知识学习
活动后，二年级学生小李变得礼貌好学了，回
家后向家里的长辈和小伙伴们讲述在红色文
化读本上学到的知识。 小李的妈妈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如今，历史名人、革命英雄、红军战士已
成为孩子们的新偶像。 而在 2017 年，零陵区
曾对 7 所小学的 10000 余名学生进行党的知
识调查，100 分制问卷，学生平均得分只有 30
多分。 少年儿童对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红色

传统知晓率并不高。
2017年 9月， 零陵区委、 区政府制定了

《零陵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向日葵工
程”之“红色文化进校园”实施方案》，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系统的“童心向党”教育活动，先
后在中山路小学、 徐家井小学教育集团七里
店校区等 5 所小学进行试点示范， 各校根据
自身情况制定推进计划。

七里店校区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 宣传
栏、班级黑板报、手抄报、教学楼墙面、楼道走
廊等，精心布置了党的知识宣传专栏、红色文
化走廊和流动展板， 让学生们随时随地能受
到红色文化的熏陶。 通过“童心向党”合唱比
赛、“党在我心中”主题班会、红色运动会、观
看红色革命电影等一系列活动寓教于乐。

除此之外， 零陵区编写了分年级的红色
文化简明读本《童心向党》，免费赠阅给全区

53 所小学的 4.6 万余名学生， 并依据读本内
容制作了 130 多个标准课件， 每个班级每周
利用辅导课的 20 分钟进行学习，以填补学生
的认知空白。

零陵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唐天光告
诉记者，开展党的知识教育后，学生丰富了知
识，增加了对党的了解和认知。2018年 1月下
旬，该区再次对 2017 年参加调查的 7 所小学
的 10000 余名学生进行党的知识评估测试，
学生人平分达 70 分以上， 优秀率达 74%以
上，优秀率和合格率都提高了 60%左右，成效
明显。

据悉，目前已有山西、江苏、山东等 13 个
省党史部门来零陵取经学习。 下一步，零陵区
将总结提炼“红色文化进校园”情况，进一步
推动党的知识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和
常态化。

唱红歌 读经典 讲故事

零陵区 53所小学播撒红色火种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黄艳辉 眭善文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覃业彦）近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5 月中国好人榜，石门
10 名教职工因义务为重病学生上门送教而
入选。

本报于 3 月 7 日、14 日和 21 日报道了
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义务送教小分队”
的故事。 自 2017年 9月起，该校的 9名教师
与 1 名司机， 轮流为重病学生杨帆送教上
门，小心呵护着她因病搁浅的求学梦。

杨帆家住皂市镇岳家铺村，身患格林巴
利综合征，双腿无力，难以跨越家校之间的
11公里山路，不得不休学在家。 但她向往校
园生活，渴求知识，甚至要求母亲搀扶着她
回归校园，力求复学读书。 为此，学校决定，
安排教师为杨帆上门送教。 根据“送教上门”
实施方案，该校 8 名年级备课组长以及心理
辅导老师，于每周四定期到杨帆家中送教。

3个小时的送教时间， 科任老师根据学
科特性、 杨帆的身体状况弹性定制教学内
容，并通过心理游戏引导她走出低谷，树立
信心。 送教老师返校后，不仅要上交教案，还
要报告杨帆的学习情况和身体恢复状况。

感受到周边众多人的关爱，享受着老师
们的关怀，杨帆性格变得开朗，身体逐渐好
转。 她在日记里称自己为“幸运儿”，写下了
以后想要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心愿，并为实现
心愿而努力着。

《九位老师送教上门》后续报道：

石门义务送教小分队
入选中国好人榜

日前，城步苗族自治县“传承国学，助力扶贫”大型教育扶贫国学支教展演活动在
县文化体育中心举行，南山实验学校、红旗小学和希望小学等 10000 余名师生参加。
本次活动将经典多元展现，用儿歌、童谣、快板、绕口令等形式来诠释经典、传播国
学。 吴本智 杨冬华 摄影报道

城步举行国学展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近日，浏阳三
中与浏阳八中教育发展共同体签约仪式暨
首次研讨会在浏阳三中举行，开启了浏阳中
小学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的序幕。

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优质教育均
衡高位发展，浏阳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中小学
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工程，倡导并鼓励全市
中小学在资源结对的基础上建立学校共同
体，实现“抱团”发展。 成为教育共同体的学
校将建立联动发展机制、 协同管理机制、资
源共享制度、干部教师定期交流制度、联合
研训长效机制、学校文化共建机制、动态考
核评价机制。 在优化学校管理、教师团队、学
科建设、教育教学教研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
的合作。

为确保工作实效，浏阳市教育局出台了
发展共同体工作考评制度，以“日常运行看
过程推进，终端显示看质量数据”为原则，采
用“量化积分”的方式进行，纳入学校绩效考
核评价。 据悉，该市计划在 2018年建立 3个
高中共同体、10 个初中共同体和 22 个小学
共同体。

浏阳鼓励中小学校
抱团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浩平)近日，长沙县
教学仪器站在中南小学举办了全县小学科
学实验教学能手竞赛， 全县各镇街 24 位科
学教师同台竞技，展示了科学实验操作技能
与教学风采。

24 名参赛选手所选实验内容非常广泛，
有的制作洋葱下表皮临时装片，有的进行食
盐与水的分离，有的研究电磁铁……他们将
科学知识用实验的方法展现出来，再配以流
利的解说，一个个动作规范、过程严谨，展示
了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专业素养。

经过一番激烈比拼，李强、彭胜男、毛良
富、舒丽花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本次比
赛的特等奖，他们将代表长沙县参加省市级
的此项比赛。

长沙县 24位科学教师
同台竞技

本报讯（通讯员 龙鸿发 李志忠）日前，耒
阳市教育系统开展了“好声音讲坛———新思想
进基层”百姓微宣讲集中竞赛活动，慈晖学校张
艳以《不忘教育初心，肩负教育使命》为题，讲述
慈晖教育人的点点滴滴，引发观众共鸣，并斩获
一等奖。

“通过百姓微宣讲活动，让小课堂绽放大思
想，掀起党员学习新思想的热潮，引导学生关注
时代、关注青春，自觉扛起时代、青春的责任。 ”
耒阳四中贺湘平如是说。 听完宣讲后，耒阳二中
党务工作者刘翌认为：“宣讲员们讲述的故事令
人感动。 ”他认为，百姓微宣讲活动，用小故事说
大道理，能感化人、激励人，促使党务工作者不
忘初心、奋勇向前。

据悉， 此次活动获奖者将代表耒阳市教育
系统参加全市的总决赛。

耒阳教育局开展
“百姓微宣讲”

*�高考季，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航斌 蒋武星）6 月 9
日上午，临武县 158辆贴有爱心标识的送考
车队载着 280余名高三考生，由该县交警大
队的民警护航，慢慢地驶出临武一中、临武
二中，标志着该县“情系考生，爱心送考”活
动正式开启。

临武县今年共有 1000 余名学生参加高
考。 按照规定，高三学生在 6 月 9 日上午必
须离校。 考虑到部分寄宿考生行李繁多，加
上连日来临武境内大雨不断，回家成了偏远
山区考生的一大难题。 为此，临武县义工协

会积极动员有车辆的义工及爱心人士参与
爱心护送，并与临武一中、二中取得联系，根
据考生居住地分布、回家路线等，确定护送
车辆和学生人数。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临武县义工协会
主办， 临武县教育局、 临武一中、 临武二
中、 临武县驾驶员协会等单位协办。 该县
义工协会负责人介绍， 这是“情系考生 爱
心送考” 活动开展的第 6 个年头， 目前已
经形成一套完整、 高效的考生服务联动机
制。

临武爱心车辆免费送考生回家

本报讯（通讯员 宋锦辉）6月 6 日晚，双
峰县副县长李兴魁率县文体广新局、公安消
防大队、县教育局等职能部门，对县城网吧、
电影院等多处经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以确
保高考期间学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在双峰县城四大考点附近， 该县公安、
交警、城管等部门及爱心企业设置了便民服
务岗亭，岗亭内备有凳子、矿泉水、考试用笔
及待命车辆等，随时为考生及送考家长提供

休息、 信息咨询及特殊情况用车等贴心服
务。

此外，高考期间，双峰县职业中专考点
活跃着一支 20 余人的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白天，他们为考生提供就餐服务；晚上，他们
配合各送考学校老师，做好考生就寝区的安
全管理。“早晨 7 点 20 前就到岗了， 下午 5
点后才离岗。 虽然辛苦，但值得。 ”一志愿者
表示。

双峰多部门联动为高考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舒象彬 张毅）6 月 6
日，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中高考考点，一群穿
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穿梭于学校食堂、
小卖部及校园周边食品店、餐饮店，有序地
进行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工作。

从 6 月 3 日起， 该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管局全面启动高考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派出 16 名“蓝精灵卫士”，对高考考点
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展开拉网式现场
监督检查，以确保学生食品安全。 同时，“蓝
精灵卫士” 还就饮食等问题向家长发出了
温馨提示。

新晃“蓝精灵卫士”守护食品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高红广）近日，汉寿县教育
局纪检监察室收到太子庙中学纪检负责人填报
的《汉寿县 2018年国家工作人员子女高考情况
摸底表》。此前，该县各中小学校均向局纪检部门
上交了摸底表， 此举提前为升学宴打出了一剂
“预防针”。

为从严治理升学宴， 汉寿县采取会议提醒、
短信、广播电视、微信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大力
倡导文明、节俭、廉洁的庆贺和感恩方式。从 5月
份起，由汉寿县纪委牵头，在全县集中开展调查
摸底，不定期深入全县各餐饮场所，对操办宴席
情况进行检查；对有子女升学的干部职工家庭进
行跟踪监督，防止违规操办问题发生。

汉寿提前为升学宴
打“预防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