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近日，由
宁远县老科协组织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知识抢答赛在宁远县委党校报告厅举行，
这次知识竞赛历时半年， 该县近五千名老

科协会员参加。 抢答赛中参赛队员精神饱
满、抢答热烈、答题准确。 经过激烈的多轮
角逐，柏家坪镇中心学校老科协分会代表队
荣获第一名。

宁远举办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抢答赛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平 李世雄）近
日，涟源市教育局 6 个督导组对全市 361 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随机抽取 30%进行专项
抽查、核查。 主要检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

“全面改薄”工作中“20 条底线要求”的落实
情况， 以及 2017 年专项督导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情况。核查中发现，各校落实“全面改
薄”领导到位，资金到位，落实到位。

涟源开展“20条底线”专项督导

本报讯（通讯员 陈国震 张卫红）近日，
从永州市教育局获悉，新田县思源实验学校
被评为永州市名校，这是该县继瑞华实验学
校后又一所学校获此殊荣。 与此同时，还有
骆剑、胡玉明 2个校长被评为市级名校长。

新田县一直致力于“三名工程”建设，将
其作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县建设、全面提升校
长和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实。 为
使“三名工程”发挥更大的作用，该县从评选
机制入手，抽丝剥茧、层层推进。 为使“名师
名校名校长” 的示范作用辐射到全县各校，
把 40 余所中小学划分为 5 个教育联盟，名
校作为教育联盟的牵头学校，与联盟内其他
薄弱学校管理互通、资源共享、教师互派、研
训同步、质量同进，从而达到以强带弱的目
的。

新田：“三名”建设传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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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永州市零陵区把校园安保作为
“民生工程”时刻放在心里、抓在手上、落在
实处，突出“三抓”建设，大力度整治。

抓安保制度：有章可依
“学校安全，责任重如山”。 零陵区教育

局局长唐天光多次强调，安保制度的建立是
做好校园安保的前提，安保制度的落实是做
好校园安保的关键。

今年秋季，零陵区在各学校进一步建立
和完善校内安保制度的同时，还在学校及周
边建立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各职能部门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常态开展一月一次的学校
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学校及周边环境
安全稳定，学校安全管理较好地做到了有章
可依，有规可循。

抓安保队伍：多管齐下
11 月 5 日下午，神仙岭小学一名醉酒的

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闹事，学校安保人员见
状，迅速穿戴安保配备上前制止，与前来的

警卫人员将其成功制服，防止了事态的进一
步扩大。“这得益于我们学校训练有素的安
保队伍。 ”据神仙岭小学校长蒋逢新介绍，该
校的安保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删选。

“学校安保好不好，安保人员是关键。 ”
一向对学校安全工作高度重视的零陵区分
管教育的副区长张国材说。 在安保队伍建设
方面， 全区各学校成立由行政领导带队的
5-10 人学校内部护校队； 零陵区政府投入
310 万元购买服务，为全区 76 所中小学校配
备专职安保人员 155 名，要求安保人员年龄
必须在 50 岁以下并且有保安证；不仅如此，
各学校还建立以学生家长为主体的志愿者
队伍，维护上学、放学秩序。 护校队、安保队、
志愿者队各有侧重， 全天 24 小时不留死角
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

抓安保设施：三防并举
“都已经有校门了， 还放铁架子不是挡

路吗？ ”今年秋季开学，徐家井小学的一些家

长对放在校门口的“铁架子”不理解。“这个
高 1.5 米的‘铁架子’是防冲撞设施，今秋开
学刚开始设置， 这不是多余， 而是很有必
要。 ”徐家井小学校长陈雪梅对家长耐心解
释。“这对于全面提升校园及周边治安防控
水平和校园恐怖袭击能力，严防各类恐怖袭
击案件发生，确保校园安全稳定起了很大的
作用。 ”零陵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尹
艳补充道。

今年零陵区全面升级校园安保。投入 20
万元， 在城区中小学校门口放置了防撞设
施；投入 100 多万元，为全区所有学校配置
门卫安保装备；投入 500 多万元，为全区所
有中小学幼儿园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投入
310 万元建成校车监控平台，投入 80 多万元
对全区学校视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了
保存时间从 30日到 90日的跨越；投入 70余
万元在永州三中建立了青少年心理发展指
导中心。

零陵区：“三抓”保师生安全
通讯员 眭善文 彭庆

11 月 30 日，湖南省直青联“梦想 +”助力精准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藕团小学举行。为关爱当地的留守儿童，省直青联投入 15 万元在藕团乡中心小
学捐建了一间“梦想 +”公益教室和一间梦想公益图书馆，梦想音乐教室发起人将不定
期通过公益教室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摄影报道 杨酉银 林新华 龙本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汝校）12 月 1 日，由岳
阳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
校承办的岳阳市首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建制
班合唱比赛在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隆重
举行。

比赛现场，华灯璀璨。 14 所参加岳阳市赛
的职业学校，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台合唱，歌声
或悠扬，如泉水般空灵澄澈；或激昂，如铜鼓般
洪亮铿锵，将职业学生们的青春朝气展现得淋
漓尽致。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演唱的《职
业教育歌》、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演唱的《平江
谣》、华容县职业中专演唱的《送别》等曲目获
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岳阳：唱响主旋律
追求职教梦

“梦想 +”助力学生圆梦
本报讯（通讯员 龙鸿飞）近日，耒阳市

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在耒阳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 耒阳市委副书
记邱小兵，耒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管林
立、耒阳市政府副市长郭兴中等领导出席会
议。 耒阳市编办、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主
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耒阳市委副书记邱小
兵要求耒阳市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提高站位，抓实教师队
伍、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迅速推动该项工作，
并对下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

耒阳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本报讯（刘志文 李巧波）近日，永兴县
教育局联合永兴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人
社局等单位，组织永兴县一中、县二中相关
人员到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衡阳
师范学院等省内高校进行现场招聘教师。这
次招聘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报名。 随后，该

县教育局、 人社局组织报名人员进行面试，
最终签约 4人。

据悉，为解决全县教师紧缺现状，今年，
永兴县决定面向高等院校实施“名校优生”
工程招聘引进事业编制人才，其中计划引进
教师 15名。

永兴：实施“名校优生”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11 月 22 日，祁
阳县八宝镇关心下一代教育奖励基金会举
行第 24 届颁奖大会，该镇龙华村“五保”老
人李喜民靠国家补贴过日子， 却省吃俭用，
现场将自己积攒下的一千元钱捐给了教育
基金会。 该基金会理事长李传德介绍：“八宝
镇关心下一代教育奖励基金会创办 24 年以
来， 已筹资奖励该镇优秀教师 200 余人、品
学兼优的大中专学生 400 余人，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的中小学生 1000 余人， 累计发放资
金 40余万元。 此次募捐，李喜民的态度非常
坚决。 我们曾劝说他不要捐款了。 但他却坚
持要资助这些家庭贫困， 却品学兼优的孩
子。 ”

祁阳：“五保”老人
掷“千金”助学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为助力麻阳苗
族自治县“三城同创”工作,深入推进校园安全
文明创建活动，日前，麻阳县公安局交管中心
应邀来到该县学前教育中心，为师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警示课。

交通安全课上，该县交管中心民警结合生
动有趣的 PPT，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幼儿讲
解交通安全常识。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课堂所学
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交管中心民警还带
领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认真学习停止、示意车
辆靠边停车等常用交通手势，孩子们个个学得
认真仔细，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通过此次活动，
该县学前教育中心的老师和孩子们受益匪浅。

麻阳：交通安全知识
走进幼儿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余永新 田如瑞）日前，江
永县勇华校车公司在上江圩镇中心小学举行
爱心捐助仪式， 为全县 60 名贫困学生捐赠
34400元，帮助贫困孩子免费乘坐校车上学。

捐赠仪式现场，在上江圩中学就读九年级
的孤儿蒋小梅（化名）接过校车公司工作人员
发放的免费乘车牌，热泪盈眶。 今年下学期，该
校车公司通过对服务范围的夏层铺、 潇浦、上
江圩等 5 个乡镇学校生活困难的中小学生调
查摸底， 确定给 60 名贫困学生减免一年的乘
车费用，让贫困孩子开心上学，同在阳光下快
乐学习。

江永：贫困生免费乘校车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晓岚）11 月 27 日，“全
国 3D打印创新教育示范学校” 授牌仪式在攸
县举行。 攸县一中、攸县震林中学和攸县工业
路小学分别被授予“全国 3D 打印创新教育示
范学校”牌匾。

据了解，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青少年“我
是小创客”3D 打印总决赛中，攸县有多名学生
闯入决赛。 最终攸县一中谢琳俊同学获得中学
组一等奖，攸县一中王春晖老师获得中学组优
秀指导教师一等奖。攸县一中荣获“全国 3D打
印创新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攸县：创新教育 打印未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振华 王华 刘元伟）
放飞学生体育梦想， 赫然成为嘉禾教育名片。
嘉禾的体育出彩， 因其有一套长效的选拔、培
养和管理机制———加快设施升级改造，稳步推
进体育赛事，建立优质训练基地。

近年来，嘉禾县全力打造学校体育发展平
台，全县 41 所公办学校都建造了田径场，配备
了常规体育器材。 嘉禾县各学校体育场地加速
升级，县内体育赛事坚持不断。 每年除了召开
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之外，各学校还积极开展
校级运动会，建立体育基地。

嘉禾:放飞学生体育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