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彭三英）3 月 9
日，常德市鼎城区“国培计划（2019）”教
师培训团队内训班在江南中学开班。内
训班特邀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
管理科科长、省教育厅国培办主任黄佑
生，第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黄朝霞等国内知名教师培训专家为鼎
城区国培传经送宝。

此次培训班为期两天，通过专题讲
座、问题研讨、经验总结、结业考核等多
种培训活动，提升乡村教师培训者的理
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后续送培活动打
好基础。

鼎城区：
以培训提升生态

茶陵举行中小学校长论坛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瑛 杨淑澜）
3 月 4 日，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教育局在
云田中学组织了“垃圾不落地，校园更
美丽”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此次行动倡
导各学校和幼儿园提高环保意识，提高
文明素养， 打造美丽清洁的幸福校园。
结合专项行动，该区各学校试行“厕所
改革”方案，在厕所放置洗手液、手纸，
安装了镜子，营造“家里的厕所”的氛
围。 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老师、同学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达到“学校是我家，环
境靠大家”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近日，
2019 年湖南省学生资助工作会议在
长沙召开， 宁远县教育局局长毛永在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介绍该县利用学
生资助信用贷款平台， 助推教育精准
扶贫。

据悉，近年来，该县学生助学贷款
工作开展卓有成效， 贷款人数和发放
额度均位于全省第二名，实现了“应贷
尽贷”和“应还尽还”的双向目标。宁远
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考核连续
六年被评定为优秀等级， 名列全省第
一位。多次荣获“全省学生资助工作百
佳单位”“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工作优秀单位”称号。

宁远：落实教育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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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 91.6 分，综合得分 83.496。”3
月 3 日， 在湖南师范大学招聘专场，湖
南大学硕士生谢乐以高中物理学科最
高分成功入围，她对这次应聘成绩很满
意，也对将要踏上的浏阳高中教师工作
岗位充满期待。

今年 2 月，浏阳市发布公告，在湖
南师范大学设立专场， 公开招聘 85 名
高中教师。 公告一发出便引起众多大学
毕业生关注， 网络应聘报名近千余人，
最终有 546 人通过资格初审。 3 月 1 日
-3 日，浏阳市组织多个团队，在湖南师
大集中进行资格复审、 笔试和面试，最
终有 82 人通过并进入体验环节（3 个岗
位因报名人数不足，未能开考）。 他们当
中，除湖南师大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华
中师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
毕业生，其中有 34 名硕士研究生，占总
人数的 41%。

类似专场招聘，浏阳市在去年底就
已分别在西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部属院校

举行， 早早拉开了 2019 年教育引才的
序幕。 前四场招聘正式签约部属师范大
学公费师范生 32 人， 另有 3 人达成意
向签约。

来自湖南怀化的黄艺林是正式签
约人员之一，她是华中师范大学美术专
业毕业生，就业选择机会多，早早就有
了东家。 在参加完华师大浏阳专场招聘
会后，她毅然选择了浏阳。“觉得浏阳是
一个很好的城市和平台，特别是在实地
参观了将要入职的浏阳道吾学校后，心
里更踏实了！ ”黄艺林说。

浏阳教育之所以形成人才群聚效
应， 这得益于近年来高起点引进教育

“英才”。 自 2012 年起， 浏阳市实施
“5358 人才工程”， 坚持每年由浏阳市
委、市政府领导率队到北师大、华东师
大等部属院校招收公费师范生，首个聘
用期内免费提供住宿，并享受一次性安
家费。 迄今，全市招聘部属高校公费师
范生达 200 名，经过几年历练，一批青
年教师脱颖而出，崭露头角，成为了全

市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起到了很好的
榜样示范作用。

2018 年，浏阳市又启动了“专业英
才”千人计划，每年计划引进教育专业
英才 50 人以上， 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或正高职称)10 万 / 年、 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或副高职称、或注册类执业资格)3
万 / 年、全日制本科生 1 万 / 年的标准
发放生活及租房补贴，在浏阳落户并首
次购房的， 分别给予 6 万元、3 万元、1
万元的购房补贴。 购房后，原生活补贴
和租房补贴减半继续享受。 同时，浏阳
还出台系列配套细则，从优化人才管理
服务、就医就学、安居保障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引、育、留、用”人才工作链，真
正使人才在政治上有待遇、事业上有平
台、生活上有保障，让广大人才把才华
和能量都释放出来，在全身心地投身浏
阳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

按照年初规划，2019 年浏阳市将新
招聘教师 700 人， 招录公费师范生 160
人。

高起点引进教育“英才”
通讯员 潘志强 何绍益

本报讯（通讯员 罗乐洋）近日，在
邵阳县五峰铺镇青云中学多媒体教室
内，天地恒一教育支持基金会与邵阳县
教育局签订了总金额达 130 万元的扶
贫助学捐赠项目。

据了解，该基金会与邵阳县教育局
决定自 2019 年开始合作开展该项目，
项目协议约定， 基金会在 10 年时间内
投入 130 万元资助邵阳县籍的贫困学
生。 该助学金扶助范围包括三方面：每
年资助邵阳县普通高中贫困优秀毕业
生 20 名，每人每年 4000 元；每年资助
邵阳县青云中学贫困优秀初中生 20
名，每人每年 1500 元；每年向邵阳县第
七中学女子足球队提供赞助费用
20000 元。

邵阳县获
扶贫助学捐赠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 戴术林） 3 月
6 日， 湘潭市产业项目建设落地年
集中开工仪式在湘潭经开区举行。

仪式上， 来自湘潭经开区的 15
个重大产业及配套项目精彩亮相，

其中， 九华雅艾小学等三所学校将
在今年开工建设， 并分别在 3 年内
投入使用， 新增学位 4820 个， 为
湘潭经开区打造“教育高地” 助推
力量。

湘潭经开区三所学校开工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溢湖 万石
正）3 月 12 日， 岳阳县教体局组织召
开乡村振兴“小手牵大手， 携手美家
园”活动工作部署会。 会上，该局下发
并组织学习了“小手牵大手，携手美家
园”建设美丽乡村活动方案，要求各学
校结合工作实际， 深入推进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
个家庭、美丽一个村庄，将家园建设成
“地净、水清、村绿、房美、有序”的秀美
新农村。

岳阳县教体局局长王敏表示，要
充分发挥中小学校在服务“乡村振兴”
中的积极作用。 一要深入开展教育宣
传活动， 通过各种媒介宣传、 推介典
型， 引导师生和家长参与到创建活动
中来。 二要深入开展“七个一”教育实
践活动。 三要组织教体系统各支部开
展“建设美丽乡村”主题党日活动，助
力乡村振兴建设。

岳阳县：
小手牵大手，携手美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博林）3 月
12 日，以“核心素养培育与学校管理
创新”为主题的茶陵县首届“云阳保
安杯” 中小学校长论坛在茶陵县思
源实验学校举行。

茶陵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
费学文以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为
主题做了发言。 他的发言围绕“举
办论坛的现实意义” “如何当好一

个合格的校长” “如何认识和处理
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
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坛主办方
思源实验学校展示了学校的办学成
果和师生进取向上的校风校貌， 介
绍了办学经验。

据悉，茶陵县教育系统将全面启
动中心组学习和校长论坛模式，狠抓
校长队伍建设，坚持教育改革创新。

本报讯（通讯员 杨冬华 杨爱华）
日前，城步苗族自治县教科体局、县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和县禁毒协会积极开
展禁毒教育活动，并组织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印发了《致全县中小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各学校通过班级黑板报、宣传橱
窗、永久性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禁毒相关内容。 据了解，通过宣传教
育活动，广大师生进一步了解了毒品的
危害性，提高了防范意识，树立了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实现了教育一名学
生、影响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毒
品预防教育目的。

3 月 8 日，隆回县举办了第六届语言文化艺术节优秀节目公演，该县的 563
名师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语言文化的艺术盛宴。

孙孝智 胡权 摄影报道

语言文化展魅力

城步：开展禁毒教育

云龙示范区：
垃圾不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