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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郭长君)5 月 5
日， 桂东县校外活动中心举行机器
人教育课。 本次培训分项目小组辅
导， 通过专题讲座和动手实践等方
式开展。

桂东县校外活动中心高度重
视中小学生机器人教育， 每年都
会承办全县中小学生机器人大
赛， 大赛吸引全县近千余名中小

学生参加活动， 并从中选拔出优
秀选手代表桂东参加省级与国家
级比赛。 在 4 月底刚结束的 2019
年郴州市中小学机器人大赛中，
该县校外活动中心率领桂东代表
队包揽了所参项目 (小学超轨、中
学超轨 、中学综技 、人形 、擂台 )所
有金银铜牌， 再次保持了全市机
器人教育领先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徐碧松）近日，在
国务院扶贫办征集评选的中国企业精
准扶贫优秀案例（2018）发布会中，沪
江互加计划作为唯一一个互联网教育
扶贫获奖项目入选。几日后，沪江互加
计划给平江县教师进修学校颁发感谢
状， 感谢该校对互联网助力教育精准
扶贫的支持。

扶贫先扶智。 平江县现有教师
8324 名，其中特岗教师 3215 名，定岗
教师 430 名， 占全县教师总数的 1/3
以上， 且大部分分布在偏远的农村中
小学和教学点。 2017 年 9 月，该县教
体局与沪江互加计划联系， 以县为单
位组织青年教师加入互加计划。之后，
平江县教体局继续以县为单位组织新
青年教师加入沪江小狮子计划、 青椒
计划、美丽乡村计划，人数达到 1300
多人， 覆盖该县 200 多所村小和教学
点。

自加入沪江计划以来， 平江县多

次利用沪江平台开展教师培训。 春晖
学院是全国首个公益援教项目，自
2012 年在该县教师进修学校开班以
来，连续七年在该校举办。 去年，春晖
学院线上课堂单场直播量达 6 万多人
次，该县在籍教师观看人数为 2400 多
人次， 沪江平台为全国农村学校输送
了名师课程。

通过沪江平台的学习， 平江县涌
现出一批优秀教师， 这些教师不仅是
沪江平台全国的种子教师， 也是该县
的种子教师。

任教于平江县中坪小学的熊春艳
来自贵州，2017 年 9 月以特岗教师考
入该校，由于学校偏远，所以她经常晚
上一人留守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她开
始接触沪江互加计划网络学习平台。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课程对这些孩子
们有益， 所以我向校长提议在学校试
行。 现在我带着这群孩子利用互加计
划给他们上音乐、美术课等，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也高了， 比以前更加活泼
了！ ”说到沪江计划，熊老师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今年 3 月，熊春艳、符牡丹、吴雪
娇三位老师作为沪江互加计划平江助
教团代表，带领 300 名农村小学教师，
在平江县教师进修学校召开 2019 互
加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工作推进
会，为全县助学培训，助力教育优质均
衡。

“平江县教体局着力推进‘互联
网 +’ 环境下的课程改革与探索，深
入推进教育扶贫、振兴乡村教育。 ”平
江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互
联网公益直播课改变传统的教学模
式，帮助农村小学、偏远教学点开足
开齐开好音体美科学等科学素养课
程，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弥补乡村资
源不足现状， 打开了乡村孩子的视
野，实现“小而美”“小而优”的乡村学
校愿景。

平江：互联网助力教育精准扶贫

汝城视力筛查惠及 6.5万名学生

为切实改变汝城县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现状， 汝城县卫生健康局与县
教育局联合行动，开展中小学生视力筛查，筛查活动由该县妇幼保健院具
体实施。 筛查活动计划用 5 年的时间，覆盖全县各中小学 6.5 万余名学生。
图为汝城县妇幼保健院深入该县卢阳镇中心小学开展视力筛查。

朱忠达 范永香 陈小芬 摄影报道

祁阳：“红色课堂”
丰富思政教学内涵
本报讯（通讯员 于丽娟 李新春）日前，

祁阳县潘市红军学校组织 700 余名师生在
陶铸故里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走红军路”
研学活动。 祁阳县以“红色”为统领，用好课
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丰富思政教学内涵，引
导青少年学生“红心向党”。

同时， 该县教育局抓好党建促教育，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重点工作同安排、同推
进、同考核；利用“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强
国”APP 等， 组织全县所有教职工进行学习
培训；组建了祁阳县“德育教育”名师工作
室，定期研讨，磨课交流。

浏阳：严查中等职校
招生六类违规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石自行）日前，浏阳市

出台《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办学行为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方案》， 坚决遏制招生办学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

据悉， 此次整治的重点内容包括违规
招生、违规联合办学、学籍管理违规、违规
设置专业、违规组织实习、违规校外设点等
六个方面问题， 整治的重点对象是指存在
违法违规招生办学行为的中职学校， 向中
职学校收取、 索要与招生相关费用的初中
生源学校以及扰乱中职学校招生秩序的社
会中介组织。

“这是浏阳首次全面开展中职招生违
规办学专项整治行动。 ”该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时间为 2019
年 4 月至 12 月，分自查自纠阶段、行为规
范、督查督办、巩固成果四个阶段。“通过严
查违法违规违纪问题，问责失职失责行为，
从而建立健全管用的长效机制， 营造风清
气正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环境。 ”该负责人
说。

为了确保此项工作的实效，该市成立了
教育局、人社局、纪委监察委驻市教育局纪
检监察组联合组成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办
学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组织开展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秩序专
项整治工作。市民如发现相关违规招生办学
行为，可以拨打 83682013 进行举报。

涟源：
校车安全重于山
本报讯(通讯员 李奕)为加强校车安全

管理， 确保校车规范安全运行，4 月 28 日，
涟源市召开校车安全管理培训会议。

会议通报了近期校车违规违法处理情
况，交警大队的警官以案说法，以此引起校
车管理人员和驾驶人员的高度重视。警官强
调，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时刻把校车安
全放在第一位，持续抓好安全教育，全力落
实校车安全监管责任，严禁存在安全隐患车
辆运送学生行为，坚决预防和杜绝事故的发
生。

涟源市教育局副局长梁丹表示， 校车
安全管理负责人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
加强日常培训、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校
车安全教育和管理水平， 确保校车运行零
事故。

新邵：2019年
中小学生招生有变化

本报讯 (通讯员 钟卫军 刘纪新 )
5 月 5 日， 新邵县召开 2019 年中小
学生招生工作会议， 该县今年秋季
中小学生招生政策发生了“八个变
化”。

“八个变化”具体为 ：人数、班
级数目以及学校数目有了新变化；
指标生进行调整， 省示范性高中县
一中指标生招收比例， 从去年的
30%调至 50%， 同时停止县八中指
标生招生； 今年特长生招生实行降
分录取，体育生降 60 分，其他艺术
类生降 40 分；特优生录取工作按计
划不进行补录， 全县共录取 200 名
特优生； 初中二年级生物、 地理会
考， 考点设在就近高中， 由初中组
考变为高中组考； 九年级体育学业
水平考试 ， 考点统一设置在县一
中，内容调整为 :1000 米赛跑 (男 )、
800 米赛跑 (女 )，立定跳远与跳绳 ；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录取采取网
上报名方式进行； 中职招生宣传工
作调整， 按照邵阳市教育局相关文
件 ， 县外职校在县教育局的指导
下，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统一方式
入校进行宣传。

南县：召开
青年教师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庞长林） 4 月
29 日，南县教育局、教育基金会召开
30 岁以下优秀青年教师座谈会。 来
自全县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的 23 位
优秀青年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曹
婷等优秀青年教师予以了表彰。

座谈会上， 优秀青年教师代表分
享了自己参加工作以来的教育教学体
会， 同时也对面临的困难谈了自己的
想法， 并对南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
了一些积极的建议。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4 月
30 日，石门县教育基金会召开“爱
心使者”工作会议，王振等 20 名爱
心使者受到表彰，并获“优秀爱心使
者”荣誉称号。

石门县教育基金会秉承“奖学
奖教，助学助教”宗旨，从制度建设、
活动方向、范围形式等内容着手，开
展圆梦、育才、助学、助校等公益项

目行动， 奖助资金达 7000 余万元，
惠及师生 50000 余人次， 成为县域
教育精准扶贫的一支有生力量。 为
推动基金会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开
展，提高奖助公信度和工作效益，基
金会面向全县招募 150 余名爱心使
者，并定期组织培训。爱心使者们为
爱心牵线搭桥， 在石门县演绎着一
幕幕动人的大爱场面。

石门：表彰 20名爱心使者

桂东：举行机器人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