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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通讯员 何星辉）9 月 3 日，新
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正式上课。 近日，
一支以找问题、开药方、促整改为职能的责
任督学队伍活跃在新田县各个学校， 为秋
季开学工作保驾护航。

为加强对各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督
查， 新田县实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
成立了 5 个督学责任区， 在全县范围内遴
选 10 名专职督学和 71 名兼职督学， 通过

“互联网 +” 建立教育督导网络平台， 对

学校工作实施线上、 线下全过程、 全方
位、 全天候督导。 此外， 为引领责任督学
专业成长， 新田县建立健全责任督学聘任
制、 责任督学工作制度、 责任督学考核制
度、 督导结果运用制度等四项机制， 要求
责任督学强化督查职责， 做实规定动作，
侧重对办学规范、 问题整改、 内涵发展的
常态化督查； 同时根据督查学校实际， 创
新自选动作。

据统计，2018 年以来，新田县责任督学

组团进驻各学校共开出 237 个问题整改
函，内容涵盖安全管理、教学常规、食品安
全、 校园文化等方面； 期间共约谈校长 5
名、开展电话调查 3 次、召开座谈会 6 场、
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 800 多条。 责任督学
进校进行精准指导与服务， 有效促进了新
田教育的发展。

据了解，新田县在 2017 年获评“全国
首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其相关经
验在全国推广。

新田责任督学进校精准指导
本报讯（通讯员 向华 陈世明）9 月 2 日，芷江

侗族自治县碧涌镇七甲坪村教学点里人气爆棚，12
名一年级孩子坐得端端正正，家长们满脸喜悦地站
在教室后面，共同聆听开学第一课。

近几年来，七甲坪村小学因办学条件、师资力
量差，村民为了让孩子们享受良好的教育，都把孩
子送到镇上小学就读，2017年该校只有一名学生。

“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这是七甲坪村
村民的期盼， 也是该村扶贫工作者们共同的心愿。
在该村扶贫队长王光明的努力下，该村争取项目资
金 80 万元，2018 年暑假对七甲坪村小学进行了维
修改造，配齐了课桌椅、图书、体育器材及远程教育
设备；碧涌镇小学为七甲坪村小学配备了一名优秀
年轻教师。 今年秋季，七甲坪村小学恢复办学。

七甲坪村小学是芷江侗族自治县推进农村教
学点建设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有力缩小城乡学
校的差距，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该县大力推
进农村教学点标准化建设，为农村学校及教学点安
装了热水器、床铺等配套设施，并配备了“班班通”、
实验仪器、音体美器材等硬件设备。 同时，该县通过
定向委培、自主招聘、特岗计划引进了大批优秀青
年教师，充实了农村教师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农村
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质量的教育。

芷江大力推进
农村教学点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蒋施龙）9 月 6
日，道县敦颐学校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举行开
工仪式，标志着道县集中攻坚城区学位建设
再上一个台阶。

据了解，道县将敦颐学校按照省、市乃至
国家级示范性园林式学校的标准来建设，整
体搬迁建设项目总投资 2.48 亿元，建设工期
为 12个月，总建筑面积约 8万平方米。 项目
建成后，将极大地缓解道县城区学位紧张的
难题。

近年来，道县始终把城区学位建设作为
民本民生的第一号工程和头等大事来抓。 今
年上半年以来， 道县累计投入 8.7 亿元启动
城区学位建设项目 6个、改扩建项目 8 个、接
收移交项目 1 个，2018 年秋季开学交付学位
12850个。

敦颐学校开工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谢展南 罗建和）9 月 2
日， 双峰县杏子铺镇欧源村红军组张介夫家
中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娄底市慈善
协会双峰县富厚分会的爱心人士， 他们给张
介夫家送上了 3000元爱心款和衣服、 文具、
书本等生活、学习用品。

张介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家 6 口中
有 3个残疾人， 其孙女和孙子分别读初一和
小学三年级， 一家人仅靠他儿子在附近打零
工维持生活。 张介夫家里的情况被转发到富
厚分会的“爱心关爱群”后，大家纷纷捐款，并
组织了这次爱心活动。

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再加上一点创意，岳阳市岳阳楼区东风湖小学的老
师们将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件件艺术作品， 让学生和家长大饱眼福。 9 月 3
日，岳阳市首家校园剪纸工作室落户东风湖小学。 据该校校长付引介绍，2018
年 2 月，学校因校制宜，将剪纸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引入课堂，每周
开设一节剪纸课，并利用“三点半”课堂对学生进行免费培训，定期举办剪纸展
示活动。 梅磊 钟丹 摄影报道

东风湖小学有家校园剪纸工作室

双峰爱心人士募资
帮助贫困家庭

本报讯（通讯员 唐小清 朱奕臻）日前，长沙医
学院“团簇梦想，筑梦常德”三下乡团队来到常德市
桃花源镇慰问和资助贫困户。

贫困户罗长春是桃花源村水溪一组的村民，
2017 年，36 岁的罗长春因突然晕倒导致脑瘫，家中
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需要抚养，还有两位年迈的
父母需要赡养。 虽然生活艰难，但两个女儿选择坚
强面对。 志愿者们承诺将会一直以学校的名义对她
们进行资助。

长沙医学院三下乡团队
助力寒门学子

本报讯（通讯员 梁佳）近日，2018 湖
南技能大赛·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湖
南选拔赛在常德举行。 赛场上，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简称“长沙航院”）代表队
表现优异， 获 4 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数控车工、数控

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四轴）、加工中心
操作工（五轴）、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计
算机程序设计员（数字化设计与制造）6 个
项目。 经前期各市州预选赛，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共 60 家单位的 337 名数控技能高
手脱颖而出，以市州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
加了此次竞赛。

长沙航院在数控技能大赛上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邓海斌）为提高师生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9月 7日，南县麻河口镇司法所、派出
所、综治办、中心学校、禁毒协会组成的禁毒宣传
队， 把“禁毒流动课堂” 送到了全镇各中小学校，
2100名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禁毒教育课。

活动中，禁毒专干利用学校广播系统，用通俗、
生动的语言讲解了毒品的危害、禁毒相关法律等方
面的知识， 并剖析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禁毒案例，
教育广大青少年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
自制力，自觉抵御毒品诱惑。

本报讯（通讯员 黄敏）近日，在“2018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上，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简称
“湖南工业职院”）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王
建、王新玺、祁卓英、谢景组成的参赛团队
发挥出色获一等奖， 该校老师申晓龙、李
怡获“优秀指导教师”。

据了解，湖南工业职院接到赛事邀请
后，率先而动，积极备赛。由于国内从未开
展过智能制造企业仿真运营赛项的比赛，

无任何经验借鉴和参考，这个暑期，集训
队成员克服困难，进行强化集训，从智能
制造企业仿真运营赛项的单机模式、团队
模式、对抗模式上进行策略分析、优化，通
过反复演练、实操，集训队员在两个月时
间内完成了所有项目的学习。

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高校、
职业技术院校的 50支代表队和俄罗斯院
校代表队的 252 位增材制造技术创新人
才和创新创业技能高手参加。

2018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湖南工业职院斩殊荣

本报讯（通讯员 余思思）9 月 5 日，平江县城
关镇汉昌学校一至六年级的教室内传来响亮的读
书声， 这是该校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堂国学校本课，
也是该校新国学校本教材正式投入使用的第一天。

为切实推进学校新课程改革，汉昌学校将校本
课程的开发和学校课题研究、 学校特色发展相结
合，摸索出一条适合汉昌的特色国学路。为此，该校
专门成立了以校长李潋滟为组长的校本课程开发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教材大纲、任务分工、
教材模式以及教材式样。

据了解，本系列国学校本教材是汉昌学校研发
的第二套国学校本教材，上套国学校本教材《亲近
经典 润泽心灵》在市、县级校本教材评选中均获一
等奖，但考虑教材不够系统，课题组老师集思广益，
确定了分年级、 分册编印新的国学校本教材的思
路。

新国学校本教材的全面投入使用是汉昌学校
全面推进国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校以国
学经典诵读为支柱，在环境、课程、教材、交流等方
面构建国学化立体育人体系，使得该校的国学教育
植根于校园的每个角落。

本报讯（通讯员 肖明明）9 月 6 日，
石门四中组织七年级新生进行“智慧课
堂”技能培训，此举为顺利实施“翻转课
堂”做好了充分准备。

此次培训围绕“翻转课堂”上学生必
备的倾听、交流、合作、质疑等能力，开展
了小组团队建设、小组合作公约制定、小
组合作注意事项及小组激励机制建设等
培训活动。 在培训期间，各个班级围绕小
组合作进行了“风火轮”“翻纸牌”“悄悄
话接力”等游戏，让学生感受了合作的乐

趣，进一步明确了小组合作的意义、方式
和方法。

此次“智慧课堂” 改革是由石门县
委、县政府于 2017 年引进北京四中网校
资源， 在石门四中开启的一场教育改革
试点。 课改实施一年来，效果明显，学生
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明显提升，综合素
养显著增强。 2018年上学期，石门四中成
功举办了全国智慧教育高峰论坛现场
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纷纷对该
校的课改成效给予了高度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刘祖会 周顺发）9 月 9
日， 刚刚组建的东安县川岩学校“扶贫小天
使”一行在该校校长的带领下来到川岩、松江
等村， 深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送温暖、 发传
单、讲政策，架起了教育扶贫的新平台。

川岩学校的“扶贫小天使”成员由中、高
年级的优秀班干部组成，每到一个村组，学生
们各司其职，有的到各家各户送宣传单，有的
在村里显眼位置搭建咨询台， 宣讲教育惠民
政策及教育脱贫攻坚政策。

川岩学校
“扶贫小天使”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李祥 白建松）近日，华
容五中开展了 2018年教师业务考试，该校行
政骨干和 45岁以下的教师全部参考，校长室
成员担任考官。

一直以来， 华容五中狠抓教师业务学习
与考核， 每年秋季开学前都会举行一次教师
业务考试， 考试内容以近 3年的高考内容为
主，兼顾最新高考改革政策。此次考试让该校
教师在熟练掌握业务技能的同时， 跟上高考
改革的步伐。据悉，此次考试结果将作为教师
年度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之一。

华容五中
开展教师业务考试 石门四中组织“智慧课堂”技能培训

汉昌学校新国学校本
投入使用

麻河口镇 2000余学生
上禁毒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