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明）近日，湖南省益
阳市、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共 28 位支教教师
结束了来泸溪的支教工作，为此，泸溪县教体
局组织召开章丘、益阳支教教师送别会。

据了解，为积极响应国家“三区”支教、东
西部协作计划政策要求，益阳、章丘两地分别
于去年秋季学期、今年春季学期，挑选优秀教
师来到泸溪县白沙小学、白沙中学、小章小学、
梁家潭学校、 白羊溪学校等学校开展支教活
动。 期间，他们捐资捐物助学，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赢得了泸溪人民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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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通讯员 黄军山）7 月 6 日，长沙
市召开全市贯彻落实国家四部委文件精神、
规范民办培训学校管理工作会议，就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部署。从 7月 6日起，长沙 600多
所民办培训学校将从十个方面全面开展自
查自纠。

据悉，长沙现有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
办培训学校 650 所，在整个民办教育体系中
居第二位，仅次于民办幼儿园的数量。 这些
学校涉及的培训种类较多，分工较细，极大
地满足了群众的选择性、 个性化教育需求。
但同时在办学思想、办学条件、办学管理等

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今年，长沙在继续深化
无证办学清理整治工作的同时，将以民办培
训学校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违规办学
行为专项整治。

这次整治的重点包括违规招生行为、
违规教学行为、 违规收费行为和其它违规
行为。 具体包括十个方面， 即“是否有大
局意识” “是否规范使用校名” “是否擅
自设立分校或教学点” “是否违规组织选
拔性考试” “是否发布虚假宣传广告 ”

“是否有偿招生” “是否提前教学、 超纲
教学” “是否有在职教师兼职兼课” “是

否遵守收费退费规定” “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 等。 要求各学校在 7 月 15 日前完成自
查， 并按要求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
实行部门分类交办、 督促整改。 对拒不整
改或整改不力的机构和自查敷衍、 故意虚
报、 瞒报、 漏报的机构将纳入失信名单，
向社会公布， 并组织实行综合执法， 集中
治理。

据了解， 各学校还将按照教育行政部
门的统一要求， 在 7 月 20 日前制作并在校
门醒目位置张贴规范办学行为的公开承诺，
接受社会监督。

长沙 600多所民办培训学校开展自查
本报讯（通讯员 岳霞）暑假锻炼到哪里

去？今年暑假，长沙将逐步扩大中小学体育场
馆开放范围， 在去年开放 87 所学校的基础
上， 将免费开放体育场地的学校数量扩大到
141所。

据介绍，学校开放的场地包括体育馆、田
径场、足球场等。 开放对象以本校学生为主，
鼓励家长参加亲子体育活动， 同时还包括学
区内学生、 学校周边社区居民以及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 体育场地开放时间为 7月 14
日至 8月 14 日，每天开放时间保证在 5 小时
以上， 具体开放时间由学校根据放假时间和
实际情况确定， 并在开放前 10 天向社区公
示。

是想什么时候进校园就可以进去锻炼
吗？ 不！ 为确保安全有序，校园开放有一定程
序。学生凭本校学生证或学籍手册入校；社区
居民需凭社区委员会发放的“出入证”和身份
证入校； 单位及社会团体需提前向学校申请
和预约，经批准，在核定可容纳人数内、开放
时间内凭身份证明进入校园开展体育活动。

学校要与所在社区做好衔接工作， 协调
社区为有意向入校锻炼的居民办理“出入
证”，并将办理了证件的居民名单汇总交社区
对应的开放学校； 学校为申请入校锻炼的学
生和办理了“出入证”的居民购买了运动伤害
类保险。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学校预约进
行团体体育运动的，由该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提醒注意的是， 所有参与体育锻炼人员
必须服从学校开放时间安排， 学校规定时间
以外谢绝进入校园活动。锻炼期间，学校为锻
炼人员提供设施、场地服务，其他锻炼器材由
参与者自备；除机关、企事业单位到校有计划
地开展体育比赛外，学生、居民进学校参加体
育活动，原则上自行进行。学生参加体育锻炼
的，建议由家长陪同，并注意体育活动时的自
我安全防范与保护。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平）7 月 5 日，益阳市
资阳区 2018 年“湘益·文远杯”校园足球联赛
在益阳长春经开区实验学校举行， 吸引了 14
所城乡中小学校组队参赛。

近年来， 资阳区大力加强体育艺术教育，
为 16 所城乡学校修建了标准化足球场， 引进
足球专业人才。 目前，资阳区有新桥河镇河坝
小学等 8 所城乡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资阳区启动中小学校园足球
联赛，旨在深入开展阳光体育工程，引导学校
将足球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让每一名学
生健康、快乐、阳光成长。

资阳区举行中小学
校园足球联赛

本报讯（通讯员 文敏而 左伏兵）7 月 4
日，湘潭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利文一行
来到岳塘区开展大调研， 问诊校外培训学校
情况，把脉校外培训市场。

在湘潭市岳塘区彬歌文化培训学校，调
研团仔细询问了该校的办学困难和需求，并
就有些问题进行了现场研究答复； 在岳塘区
多维贝米培训学校， 调研团参观了该校的趣
味数学、科学实验等特色教室，了解了多维的
特色课程后，对该校的办学理念非常认可，特

别是对公益图书馆的 24小时开放连加赞赏。
据了解， 这次调研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各

级关于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精神和
要求， 希望通过扶植和推广一批好的培训机
构，促使湘潭培训市场良性发展。陈利文局长
强调，市区两级要优化教育环境，多引进成熟
的、优良的品牌培训机构，发挥“鲶鱼”效应，
通过扶植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校外培训
机构，真正让湘潭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
展。

本报讯（通讯员 黄芬 付云芳）7 月 7
日， 临武县 2018 年新教师转正培训班开班，
全县 121名参培教师参加了开班仪式。

本次转正培训为期一周， 由临武县教育
局、 县人社局共同组织， 培训对象主要是
2015 年招聘的特岗教师 55 人、2017 年公费
定向师范毕业生 51 人、2017 年招聘的教师
15人。

据了解， 此次培训内容涉及班主任工作
与班级管理、课堂教学策略和听课评课技巧、
教师礼仪等。此外，为了照顾一些异地户籍的
乡村教师，培训期间，临武县教育局为他们免
费提供食宿， 以人性化的培训管理让参培老
师感受到家的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谢万波 周华 杨源华）近
日，道县教育局职工谢凤春勇救溺水少年的事
迹刷爆了朋友圈，救人义举受到网友的点赞和
好评。

7月 6日，道县西洲公园潇水河畔，几个少
年在河边嬉戏，其中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不幸
溺水。 危急关头，谢凤春跳进河里救起了男孩。
当时，该少年的嘴巴已经乌了，在另外两位好
心人的帮助下， 谢凤春对男孩实施心肺复苏，
及时挽救了溺水少年宝贵的生命。

临武 121名教师
参加转正培训

湘潭市教育局问诊校外培训机构

道县教职工勇救溺水少年

泸溪送别 28位支教老师

长沙 141所中小学
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7 月 9 日，株洲地区的孩子们迎来了 2018 年株洲市中小学生夏令营活动。本次活
动由株洲市教育局主办、株洲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承办。

今年的夏令营活动吸引了株洲的 800 多名学生报名参加。 为办好本次夏令营，株
洲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精心谋划，小学营主题为“生命安全与军事演练”，初中营主
题为“科学实践与国学体验”。 同时，该基地精心准备了四天三晚的夏令营课程，学生
们将体验军事越野、驿站传书、野外生存、生命搜救、对抗演练、科学考察、科学制作、
国医传承等活动。

吴慧芳 尹幼林 摄影报道

走进基地 玩转暑假

★合作院校：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
校、美国俄勒冈大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培养模式：（1）“3+1”模式：学生在我校学习三年，雅思成绩合格在国外大学学习一年，修满规定学分即可获湖南农业大学本
科（专科）文凭和国外大学学士学位。（2）“4+0”模式：学生在我校学习四年，修满规定学分可获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
士学位，成绩合格达到相关要求，可申请国外合作院校攻读硕士学位。
★办学优势：拥有湖南省第一个获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省内办学历史长，管理规范，雅思通过率高，出国学
生人数多，社会声誉好。
★报考条件：考生须参加 201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成绩达到湖南省一本最
低控制线（本科）或专科最低控制线（专科），其中一本生源不足时，可在一本省控制线下降
20 分投档 （必须在 2018 年 7 月 23 日一本征集志愿当天第一志愿填报我校， 招生代码
4324），根据湖南省 2018 年招生政策，凡第一志愿填报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根据志愿
填报情况，予以录取。 考生电子档案报到我校 1 日内，应与我校进行有效沟通，确定录取。

★湖南省最早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湖南省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湖南省第一个获得教育部评估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单位
★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中外合作办学研究）获奖单位
★湖南省第一个美国 iTEP（国际英语水平测试）考点
★出国学生雅思通过率达 70%以上
★出国学生签证通过率达 100%
★出国学生国外大学攻读硕士率达 90%以上

2018 年 国 际 教 育 项 目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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