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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足师资

道县“消肿”超大班额出实招
本报讯 （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蒋施龙） 县明确 2018 年为城区学位建设攻坚年，成
日前，永州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建华 立书记任顾问、县长任组长的城区学位建设
一行，来道县督查绍基学校、敦颐学校等城 工作领导小组， 层层签订军令状， 采 取
区学校学位建设和化解大班额工作，充分肯 “5+2”“白 + 黑”“雨 + 晴”、倒排工期等作战
定了道县的工作成果。据悉，近年来，道县立 法， 确保以上 10 所学校改扩建项目在秋季
足实字，调整学校建设和布局、缩小班额、足
开学前完工，为城区新增学位 10205 个。 根
额配置师资，让困扰教育发展的大班额问题
据规划，该县 2019 年底将有 11 所新建学校
得到控制。 2018 年秋季，该县消除 65 人以 交付使用，预计新增 2 万余个学位。
上超大班额 549 个，完成率 100％，提前完
此外，根据实际需求，道县对道县五中、
成全面消除超大班额任务。
濂溪学校等 6 所城区学校在招生年级、招生
10 月 26 日第三节课下课后，道县六小 规模等方面进行调整。另有 6 所学校实行就
萝
近扩班分流，严格遵循“划片招生、相对就
一群三年级学生在宽敞的教室里玩起了“
卜蹲”游戏，开心的笑容洋溢开来。该校通过 近、免试入学”的原则，最大限度为大班额
改扩建告别了“教室少，面积窄”的困窘，孩 “瘦身”。
子们有了更多的课余游戏空间。
根据道县县城学校今年秋季学生分流
这样的改变在道县二小、 进修附小、六 计划，道县三小五（7）班学生李嘉怡将到绍
小、七小等 10 所学校改扩建学校上演。道县 基学校就读。李嘉怡爸爸担忧新环境影响孩
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陈林静告诉记者，该 子上学， 同时也忧愁孩子上下学的接送问

常德市“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在鼎城开幕

题。 9 月 4 日，新学期第一天，李嘉怡兴高采
烈地坐上了珠航校车前往新校上课。 一路
上， 李嘉怡同学作为 15 号校车队长， 与其
他班的同学愉快地交流， 李嘉怡爸爸悬着
的心渐渐放下来。 据悉， 家长无法自己接
送的学生， 道县政府出资投入的 30 台标准
校车免费服务， 而选择自己接送的家长也
有额外的交通补助， 为分流工作解决了后
顾之忧。
数据显示，2018 年下期， 道县 15 所城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 37902 人 686 个
班，同比扩班 194 个，同比扩班 194 个，55 人
以上大班额 368 个，同比减少 95 个，完成率
20.5％，超额完成省定大班额化解任务。
与此同时，道县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
进等多个渠道补充教师 1206 人， 切实满足
化解大班额扩班分流的师资配套需要，有力
保障了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诵经典 传美德

洞口打造 18 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刘 玉 莲）10 月 29 日，

洞口县城关中学首届学生象棋比赛结果揭
晓，拉开了该校“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序
幕， 这也是洞口县 18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校活动的一个缩影。
2018 年 10 月， 洞口县教科局联合中南
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授予洞口县城关中学、文
昌一小、 城西经典国学幼儿园等 18 所中小
学、幼儿园为
“
洞口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工程试点学校”。该工程在中南大学国学研究
中心、 湖南省孔子学堂推广委员会指导下开
展“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由中国青少
年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刘孝听和全国
教师培训优秀专家程正彪负责指导。

长沙高新区举办
第三届学生素养大赛

祁阳夯实党建根基
促教育发展
中华经典千古风韵，民族文化植于校园。10 月 23 日，湘潭县 2018 年“诵经典，传美

本报讯（通 讯 员 彭 溢 湖 万 石 正）10 月
24 日， 岳阳县教体局党委组织专题学习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党课。 本次党课由岳阳市直机关工委书
记、教授李桂华主讲，县直学校和乡镇中心
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局机关全体干部共
150 余人参加。 据悉，岳阳县教体局组织本
次集中学习，旨在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自觉地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教体系统落地生
根。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唐 娇）目前，浏阳市针对
民办培训机构已发放办学许可证 95 件， 另有
80 余家正在筹划申请办学许可。
10 月 23 日， 浏阳市规范办学专项治理工
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举行， 会议邀请相关专家
为该市 170 余家教育机构负责人进行讲座和业
务培训。 一直以来，浏阳高度重视校外培训机构
的管理， 今年启动了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全面
整治行动， 引导学生家长自觉抵制无证培训机
构。 浏阳市共发放整改通知书 317 份，拆除 213
块无证办学机构户外广告招牌。 在对前期摸排
汇总的 312 家培训机构进行两轮甄别、筛查后，
浏阳共计清除出列 43 家，整改颁发办学许可证
28 家，同意筹设 19 家，已关停取缔 34 家。

本报讯（通讯员 曾卉）10 月 25 日，长沙高
新区第三届“爱阅读，善表达”学生素养大赛在
明德麓谷学校隆重举行。 本次大赛由长沙市高
新区教育局主办、明德麓谷学校承办。
本次大赛分为现场写作、 古诗背诵、 故事
创编、 书籍交流四个环节， 明德麓谷、 虹桥、
麓小、 雷小片区共计 8 支团队参赛。 经过激烈
角逐， 明德麓谷学校团队、 高新二小和金桥小
学组成的团队、 虹桥小学和枫树小学组成的团
队脱颖而出， 荣获团体一等奖， 明德麓谷学校
团队作为团体一等奖第一名将代表高新区参加
市赛。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彭 三 英）10 月 24 日，
2018 年常德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
幕式暨社区教育经验交流会在鼎城区草坪
镇举行。 常德市教育局副局长庹朝君，常德
市电大校长、社区大学副校长朱立春，常德
市电大党委书记唐爱国、副校长赵琳、鼎城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科程、鼎城区教育局局
长涂华军等出席会议。会议部署了常德市社
区教育工作，表彰了常德市 2018 年“百姓学
习之星”“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和“优秀学习
团队”，鼎城区草坪镇、桃源县九溪镇、武陵
区丹阳街道就社区教育工作进行经验交流
发言。

岳阳县教体局党委
组织学习主题党课

浏阳：
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办学

德” 经典诵读比赛在天易水竹学校隆重举行。 全县中小学校 40 支代表队参加此次活
动。 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共评选出小学组一等奖 9 个、初中组一等奖 10 个。
阳艺莹 邓练练 摄影报道

涟源：10 余万学生免费体检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李 青 平 李 璐）10 月
29 日， 医护人员忙碌地在涟源二小对学生
进行健康体质检查。 据了解，在涟源市教育
局和卫计局的组织统筹下， 由该市疾控中
心负责全市市直学校、 职业学校健康体质
检查及肺结核筛查工作， 各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本辖区内中小学学
校学生健康体检及肺结核筛查工作。 从 9
月开始到 11 月底，对涟源市各小学、初中、

高中及职业中专所有公、 民办学校在校学
生进行健康体检， 其费用由该市财政全额
拨款。 这是该市实施的惠及全市十余万个
学生的民生工程。
此次健康体质检查， 可早期识别个别
学生身体异常情况， 了解学生生长发育状
况及早期疾病危险因素， 从而帮助家庭纠
正孩子不良生活习惯，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和抗病能力。

零陵：180 名寒门学子受资助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郭 小 将 王 永 林 杨
赟） 为了促进永州市零陵区教育事业又快
又好地发展，助力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实现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
目标，10 月 28 日， 该区教育基金会联合区
学生资助中心来到大庆坪乡楚粤亭村，对
该村的 42 名深度贫困学生进行“教育扶贫
资助深度贫困生”活动。 本次活动是对在享

受过国家、地方“补天窗”贫困助学资助的
基础上再进行资助， 资助标准为重度残疾
学生每人资助 1000 元，幼儿园、小学生每
人资助 300 元，初中生每人资助 400 元。 据
悉，自 10 月 22 日开展“教育扶贫资助深度
贫困生”活动以来，零陵区教育局共对全区
180 名深度贫困生进行资助，发放资助金额
共计 7 万余元。

东安：名将之后捐赠 100 万元设教育基金
本报讯 （通讯员 唐良云 周小芳） 日
前， 爱国将领唐生智将军的外孙艾路明捐
赠 100 万元设立了当代公益基金会， 并从
当代公益基金会里列支在唐生智创办的东
安县耀祥中学,设立了“耀祥教育基金”，

从 2018 年起， 每年捐赠 15 万元给该校用
于设立奖教金和奖学金。
据悉， 首批获奖教金老师 15 位， 每
人 6000 元； 获奖学金学生 30 名， 每人
2000 元。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新春 于丽娟）10 月 24
日， 祁阳县浯溪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及所辖中小
学校百余名党员齐聚一堂， 投票选举产生 7 名
同志为新成立的中共祁阳县浯溪街道教育管理
中心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人选。
近来， 祁阳县教育局全面推进党组织和党
员队伍建设，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健康发展。 该县
教育局单独设立了党工委办， 面向全县教育系
统公开选考 3 名党务干事。 自今年 3 月起，原属
地管理的镇街道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全部移交祁
阳县教育工委统一管理、指导。 该县教育工委根
据《党章》要求和工作需要，结合学校党员人数、
办学规模及教育教学管理需要等实际情况，科
学合理设置中小学校基层党组织。 将 18 个符合
条件的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党总支改设为党
委，并指导 100 余个中小学校党总支、党支部按
规定程序进行换届选举或补选。

益阳赫山：“三道关”
确保成人高考公平公正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晏 婷 刘 萼 华 刘 江 龙）
10 月 27 日至 28 日是 2018 年成人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 益阳市赫山区考点严密组
织， 严格要求， 严明纪律， 做到考试管理工作
规范化、 程序化、 科学化， 实现“平安成考”
目标。
为杜绝违纪舞弊事件的发生， 赫山区严把
“三道关”： 第一道关为每个考点派 5 名公安人
员在考生进入考点时核对身份证、 准考证是否
与本人相貌相符，将代考考生堵在考点外；第二
道关为考生进考室前， 监考员进一步核对身份
证、 准考证信息并使用金属探测器对每一位考
生进行安全检查， 将手机等电子设备堵在考室
外；第三道关为开考 15 分钟后，身份证核验人
员携身份证识别仪对每个考室每名考生的身份
证进行校验，杜绝考生持假身份证代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