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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耳的短发、坚定自信的目光、谦和温婉
的神态，以及一双被粉笔烧糙的手，这是耒阳
市金杯小学教师段爱华给笔者的最初印象。
她二十载扎根基层， 演绎了一曲曲育才兴学
的奋进之歌。

爱生如子 做呵护学生成长的“妈妈老师”
“四年前，我家条件十分困难，是段老师

给我和妹妹添置衣物，购买学习用品，进行课
外辅导，每想起都倍觉温暖，段老师像妈妈一
样！ ”雷群彪是段爱华教的 2014届学生，这个
小男孩刚入学时连名字都会写错，胆小怯弱，
且不敢与同学交流。 段爱华不仅利用课余时
间耐心辅导他功课，鼓励他在课堂上多发言，
还在他家中最困难时期主动伸出援手。 如今，
已在耒阳二中读书的雷群彪成绩十分优秀，
常常回校来看望“段妈妈”。

采访时， 与段爱华搭档 7 年的教师郑英
龙给笔者讲述了另一个故事：2016 年 10 月
15日，金杯小学举行校运会，学生蒋威在参加
跳高比赛时不慎摔倒致腰部受伤。 段爱华心
急如焚，背起他就往医院跑。 医生检查后确诊
为腰椎开裂，需要住院治疗。 在得知蒋威的家
人都在外地，且又无人照顾他幼小的妹妹时，
段爱华主动把他们两兄妹接到家中照顾。 事
后，许多家长纷纷点赞道：“师者，父母心也。 ”

无私奉献 做尽职尽责的教育“实干家”
今年下学期一开学，段爱华就忙开了。 除

了上课、备课、批改作业、管理学生外，还要给
学生作心理辅导。 学校分管政教的副校长徐
雪武介绍，自 2014 年以来，段爱华不仅多次
获评耒阳市“优秀班主任”，她所带的班级也
多次被评为“耒阳市先进班集体”。

2017年 9 月，段爱华因肾结石绞痛难忍，
被送至南华附二医院急诊， 医生建议她立即
住院手术。 没想到，她刚办好住院手续，就又
带病回到学校上了一星期的课， 直到妥善安
排好教学后，才回到医院动手术。“我带的是
毕业班， 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影响到学

生们的课业。 ”出院后，尽管医生一再强调她
需要在家静养一个月， 但她一出院就站上了
讲台。

哺英育华 做莘莘学子的导航“灯塔”
采访时，段爱华因为连日上课，喉咙已经

发炎了，只能借助“小蜜蜂”扩音器，尽量让每
个学生都能听见。

望着她那孜孜不倦的身影， 段爱华读初
中的儿子心疼不已， 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
妈妈的“荣誉”：2017 年，辅导的学生在全国青
少年五好小公民“阳光校园·我们是好伙伴”
征文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十八届全国青少年

“少年向上·真善美伴我行”活动中，获三等奖
指导奖；辅导学生获十九届全国青少年“老师
您好·我的好老师”征文二等奖；指导学生获
全国青少年演讲赛二等奖……

段爱华：粉笔无言写春秋
通讯员 凌华

本报讯（通讯员 杨志念 扶章）汉寿县
2018 年初中物理“送教下乡”集中研修活动
近日在崔家桥中学进行。 送教团队紧紧围绕

“情景体验下的初中物理有效课堂” 主题展
开活动，深受好评。

此次“送教下乡”活动共分通识研修、示
范教学、 研课磨课、 成果展示、 总结提升
六个环节。 活动中游成林老师的课例 《物
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 借生活疑问， 围绕
生活问题， 抓住生活情境体验， 抓住感情
体验情境； 聂霞老师的 《电流和电路》

《串联和并联》 课例， 通过实验操作， 设置
问题悬念， 抓住实验体验的情景。 示范课
深挖教材， 紧扣物理教学的情景创设，结合
物理学科特点，紧密联系生活，巧妙设计实
验，凸显物理学科的规律和教学特点，有效
开展物理课堂教学。

在专家点评环节，汉寿县教研室副主任
郭健跃指出：“送教下乡” 活动不仅仅要走
路，更要走心，物理实验永远有误差，课堂教
学永远有遗憾。 同时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目标达成等方面进行了点评，其准确、到位

的点评， 让学员发现了平时注意不到的问
题，获益匪浅。 纷纷表示今后将按照专家点
评指出的问题，不断学习改进，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水平和质量。

据悉，汉寿县“国培计划(2018)”初中物
理“送教下乡”活动旨在为城乡教师搭建互
帮互助的教研平台，根据研修主题，结合学
科特点，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解决
教学中的难点，丰富该县初中物理教师的教
育教学方法， 提升物理学科的教育教学质
量，为全县教育发展打造新引擎。

汉寿：送教下乡搭建城乡教研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刘芬)记者日前从长沙市教

育局获悉，为进一步深化社会办学专项治理，引
导市民理性选择教育服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8〕80 号)、《长沙市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
项治理方案》有关要求，长沙市教育局就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基本信息予以公布。

名单显示，除 27 所暂无办学行为的学校未
予公布外，公布具合法资质的民办学校共 2277
所，其中校外培训学校 726 所，高等职业院校 5
所，非学历教育高等学校(专修学院)26 所，中等
职业学校 27所， 中小学校 45所， 幼儿园 1448
所。

长沙 2277所民办学校
具合法资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丽 唐国柳 杨赟）
“小学生，讲廉洁，诚实守纪要牢记……”笔
者近日在永州市零陵区中山路小学的校园
里听到孩子们争相传唱廉洁儿歌，干净明亮
的办公室，“廉洁从教”警句抬头可见。

近年来， 零陵区大力开展廉洁校园建
设，神仙岭小学打造了廉洁文化长廊，开设
了廉洁教育课程，编写了校本教材《神仙岭
小学咏莲读本》；中山路小学制定了《零陵区
中山路小学“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实施方
案》，开展了“大手牵小手，廉洁你我他”社会
实践活动，“正直自律，崇尚廉洁”的廉洁小
故事演讲比赛，红领巾广播设立“廉洁文化”
专栏每月定期播放，编写了校本教材《成长
的起航》。 一系列“廉”活动给校园文化带来
清新与活力。

除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外，该区组
成联合督查组不定期对全区学校开展违规
征订教辅资料、家教家养、升学宴、谢师宴等
专项整治工作， 切实为廉洁校园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该区还加大教育系统案件查处力
度，立案处理 3 件，通报批评 23 人，辞退 1
人，免职 1人，追缴金额 15.4774万元。

零陵区大力推进
廉洁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磊）为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治理校外文化教育培训乱象，切实
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 临湘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推进工作会近日召开，临
湘市政府副市长刘如乐，市教体局、民办教育协
会、公安局、民政局、食药工商质监局、消防大队
负责人及全市民办培训机构负责人参会。

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将按照“属地管
理、疏堵结合、协同监管、依法行政”的原则，遵
循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十个严禁”要求，重点
治理五类问题： 一是校外培训机构无证无照问
题；二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安全问题；三是校外培
训机构与中小学校合作办学聘用在职教师的问
题；四是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招生、超范围开展业
务培训、组织学科类登记考试、竞赛等问题；五
是违规收费、擅自变更办学地址的问题。

会议还解读了《临湘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实施方案》，深入分析了当前相关工作形势
和存在的问题， 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相
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各培训机构法人代表
分别在会上递交了承诺书。

临湘“动真格”
治理校外培训

10 月 1 日至 6 日，双牌县一支由 20 多名教师、学生文艺专干组成的文艺轻骑队
走进县城广场、农村集镇，以快闪形式，演唱经典歌曲，为现场群众献上了一场别具一
格的演出，用别样的方式庆祝国庆。

“我们组织这次文艺轻骑宣传队进广场、下农村，目的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后我们还将结合一些传统节日开展此类活
动。 ”该县教育局局长胡佐军如是说。

通讯员 盘海军 胡剑虹

祝 福 祖 国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军锋）日前，笔者从邵阳
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获悉，截止目前，该局已
受理了 29 名到该县基层就业的、应届普通高校
毕业生领取国家学费补偿的申请， 此项工作将
一直延续到 11月 30日。 届时，所有通过审核的
已在该县基层机关、 事业单位以及村委会，农
业、卫计、文化等系统就业的应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都将获得由财政拨付的 3500-5000 元学费补
偿。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基层
单位就业，2015年 9月 1日，“湖南省普通高校毕
业生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 工作启
动。邵阳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 3年受理学生申
请人数学费补偿累计近 400人，拨付金额达 180
余万元，为邵阳县基层单位对优秀高校毕业生实
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上”奠基助力。

邵阳县发放高校毕业生
基层就业补偿款 180万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日前，由宁远
县教育局教研室主办的该县小学语文青年
教师阅读教学竞赛活动圆满落幕。经过预赛
选拔，从该县城区及各乡镇学校教师中脱颖
而出的 11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决赛，呈
现了一堂堂精彩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课。

竞赛中，参赛教师从容发挥，将自己的
教育理念与教学智慧融汇其中，让观摩老师
享受了一场语文课堂的“盛宴”。印山小学教
师刘丽执教的《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与冷水
完小教师李琴执教的《老人与海鸥》，实现了
读书方法的指导与读写结合的深度融合，让
学生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无限美，喜获
一等奖。

宁远县青年教师
阅读教学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龙七良）为切实落实

教育扶贫， 保障每个义务教育学生享受优
质公平的教育，日前，凤凰县召开 2018 年
控辍保学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全县各乡镇、学校要积聚合
力，强化措施，精准发力，切实打好“依法控
辍、教育控辍、扶贫控辍、质量控辍、情感控

辍、机制控辍”牌。 对控辍保学工作不力的
学校或个人进行约谈， 并将控辍保学工作
与年终评价挂钩。

据悉，近年该县通过落实教育扶贫结合
开展控辍保学工作，学生辍学情况得到了有
效遏止，仅 2017年劝返学生 223人，确保建
档立卡户义务教育学生无一因贫辍学。

凤凰县力保贫困子女不掉队

本报讯（通讯员 黄航斌）为弘扬烈士
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
国情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日前， 临武县教育局组织该县近 500 名学
生到黄龙山公园烈士纪念碑前开展瞻仰纪
念活动。

同学们通过贝溪起义、 武水河战役等
柱面浮雕， 全面了解革命先烈为解放临武
所做的英勇牺牲， 纷纷表示要弘扬烈士精
神、缅怀烈士功绩，用实际行动争做新时代
社会主义“四有”青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而奋斗。

临武：红色教育育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