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县：中小学生
“为祖国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 涂启伦 黄伊利 )�

5 月 10 日下午，由长沙县教育局主办、
教育局关工委承办的长沙县中小学生

“我为祖国点赞” 演讲拉开帷幕。 通过
宣传发动、 征文比赛、 演讲朗诵片赛，
选拔出来的 17 名优秀选手参加了激情
角逐。

选手们紧扣主题，忆历史、赞今天、
望未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 70 年
来祖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倾诉了对祖
国的赞美与热爱，也表达了做“新时代
好少年”的愿望。 他们的激情表达、真情
流露，感染了现场每一名观众，引发大
家深深共鸣。

获得一等奖的四位选手分别来自
长沙县实验中学、长沙县七中、长沙县
盼盼小学、长沙县中南小学，他们将代
表长沙县参加长沙市教育局组织的“我
为祖国点赞”演讲、朗诵决赛。

新田：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刘贵雄 乐勇 蒋继
新)近日，新田县教育局开展了“提高灾
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宣传
教育主题活动，注重宣传教育实效。

连日来芙蓉学校、双碧学校、金陵
中心校、龙泉二小、宏发圩中心校等学
校通过向学生、家长发放防灾减灾科普
读物和《致家长的一封信》， 播放减灾
公益宣传片的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活动，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骥村中心
校、陶岭中学、知市坪中学等学校结合
实际组织师生开展了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切实提高师生
和家长的安全防护意识和逃生自救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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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高红广）5 月 7
日， 汉寿县教育局副局长胡敏一行来
到太子庙中学， 对该校新建教学楼工
程进行实地调研。 这是汉寿县化解大
班额一揽子工程的其中一项。近年来，
该县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加快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教师内部活力，
盘活了城乡教育。

规范招生控班额
与大多数县区一样，汉寿也有“城

挤、镇虚、村空”的学生分布状况。2016
年 9 月，汉寿县实行招生工作改革，并
首次发布由汉寿县教育强县领导小组
核发的《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各校
按照方案中的招生指标招生。 实行 4
年来， 该县的招生工作一年比一年规
范有序。

“中小学招生按照志愿填报、对口
直升、划片招生、生源排序、统筹调剂
的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就近入学！ ”
对于近几年的招生方式， 老百姓普遍
感到满意。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 城区适龄入
学儿童激增。 2016 年，汉寿启动化解
义务教育大班额行动， 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加强城乡学校建设等措施，化解
了一部分大班额。

要让城乡学生上好学， 最终还是
要靠扩充优质学校资源。 2017 年，汉
寿县出台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的实施
方案：投入 11.4 亿元，新增义务教育
学位 10000 个，到 2022 年，实现义务
教育阶段全部按标准班额办学的目
标。

网络教学全覆盖
离上课还有两分钟， 汉寿县太子

庙完小的李霞老师打开多媒体， 屏幕
上出现了网络主校———南岳路实验小
学音乐老师李海英授课的场景。 这节
课上的是《捉泥鳅》，在优美的旋律下，
学生们表现得积极主动。

沧港镇金龙小学、百禄桥镇五里
牌小学与太子庙完小一样，缺乏专业
的音乐、美术课教师。 2016 年开始，这
些学校与汉寿县南岳路实验小学结
为网络联校。 从此，汉寿县农村学生
在家门口的学校也可以上优质的音
乐、美术课。 汉寿县南岳路实验小学
校长徐碧峰介绍， 在网络联校中，教
师参与面达 80%，学生参与面 100%，

“人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已从梦想
变为现实。

汉寿是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县， 近 3 年投入 4000 万元专项建
设经费，使县内所有学校实现了“宽
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汉寿县教育
局局长雷常元说：“网络联校是促进
城乡教育公平的捷径，下一步，我们
将做大网络联校规模，实现农村学校
网络教学全覆盖， 让城乡都有好学
校。 ”

形成机制重激励
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均衡的实

现，归根结底要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
队伍。 3 年来， 汉寿新聘教师 500 余
人，引进教育专业人才 50 人；实施教
师全员培训、 教育技术能力提高培
训、“名师工程”等，培养省级学科带
头人 2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20 人，市
县骨干教师 320 名。 实施“乡村补血
计划”， 新聘教师和公费师范生重点
补充农村学校， 同时通过对口支援、
送教下乡等方式，提升乡村教师业务
能力。

汉寿：三招提质城乡教育

绿茵场上欢乐多

5 月 11 日，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三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如期举行。 此
次足球联赛共 24 支球队参赛，388 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燃烧激情， 追逐
梦想。 唐世日 摄影报道

城步：
税法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吴本智）5 月 13 日，城

步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和税务局在该县希望小
学多媒体会议室举行了“我身边的税收故事”
征文颁奖仪式，共有 24 名师生获表彰。

本次税法宣传进校园教育活动以“诚信
伴我同成长，税法宣传进校园”为主题，活动
中发放了税收宣传读本和减税降费等宣传资
料，开展了税法知识讲座，利用黑板报和宣传
栏等进行税法知识宣传，同时积极开展“我身
边的税收故事”征文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县办
税服务厅，体验办税服务活动。

嘉禾：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标 刘元伟）5 月 10

日，嘉禾县教育局机关党员走进该县党建大
学堂，开展“仰望红色历史，肩负时代责任”主
题党日活动。

当日， 该县教育局机关 30 余名党员走
进党建大学堂后，驻足阅读，了解中国近代
史上嘉禾红色革命历史。“这次主题党日活
动，用本地红色革命历史教育党员干部牢记
初心， 用时代精神鼓励党员干部建功新时
代，接地气，有效果。 ”该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王小平说。

湘潭县：召开扶贫
攻坚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通讯员 易凤英 王欢）5 月 8

日，湘潭县教育局召开教育系统脱贫攻坚调
度会。 该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各县直学校、乡
镇中心校、民办学校的教育扶贫分管领导和
扶贫专干共 148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该县教育局局长李鹏针对教育
脱贫攻坚工作做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切实
提高站位。 教育脱贫工作形势紧，一定要宣
传好政策，彻底摸清底数，确保资助全部落
实到位； 二是要强化教育脱贫攻坚相关保
障。 做到扶贫专干人员保障、 扶贫资金保
障、责任落实保障和完善奖惩制度；三是继
续加强巩固“控辍保学”工作，做好特殊教
育“送教上门”，让每个残疾孩子都能得到
受教育的机会，全面落实教育资助政策，确
保应助尽助。

天心区：
做个爱读书的教师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敏)� 5 月 8 日，长沙

市天心区举行教师读书工程启动仪式暨刘菲
菲名校长工作室《教育艺术随想录》读书分享
会。 教育专家与校长们共聚一堂，就“读书”
“阅读”等话题畅所欲言。

现场，天心区教育局副局长何阳莉表示，
希望各校长带头读书，成为终身学习的典范。
校长、老师都要通过阅读，推动书香校园、书
香家庭的建设，坚持贯彻常规化的读书活动，
提高读书馆、图书室的建设，拓展亲子阅读方
式，让更多的家长参与进来。 此外还希望校
长通过阅读提升品位，从而不断提高办学水
平，建设学习型学校。

本 报 讯 （通讯员 聂 方 勇
黄 沛 林）5 月 10 日至 11 日，麻
阳苗族自治县公益小天使 500
多人参加了“今天我来做妈妈”
的活动， 公益小天使们用自己

的行动表达对妈妈的爱。 活动
中， 公益小天使们用零花钱买
了大 蛋 糕 和 康 乃 馨 送 给 妈 妈
们，并对妈妈大声说“妈妈 ，我
爱你！ ”

麻阳：“今天我来做妈妈”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敏 刘芳
肖钧文）5 月 10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结合该州
正在开展的“强执法防事故”专项
行动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
大管控大整治”百日行动,组织开展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把隐患的排查消除与防范做
到最好, 就可以说是打通了消防安
全意识的‘最后一公里’。 ”培训中，
湖南省全民消防知识宣传中心宣
讲员文剑的讲解内容引起了参培

人员的强烈共鸣和对安全防范意
识的深深思考。

通过培训，大家的消防安全防
范意识明显提升。“生活中的有些
小细节小地方，的确存在着安全隐
患，万一发生安全事故，后果真不
堪设想， 我们要做到想得最坏，防
得最好！ ”“马上把车子后备箱的灭
火器放到驾驶台旁边来！ ”“得赶紧
找个师傅把防盗窗割一个逃生口
子！ ”培训结束后，参培人员纷纷感
叹。

湘西：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