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沅江：在阳光下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罗艳 夏冰心）5 月

22 日，沅江市区中心学校举办“在阳光下
成长”为主题的校园艺术节，师生们用载
歌载舞的形式诠释着“爱国、敬业、梦想、
追求”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发展理念。 沅江
市教育局局长段学文、 副局长黎建波、副
局长沈迪文出席开幕式。 1500 多名选手参
演首届艺术节，3000 多名观众现场观摩艺
术节。 艺术节在沅江市区中心学校校长夏
辉热情洋溢的致辞中拉开了序幕。

此次活动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体师生艺术生命的一
部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的
成果，是沅江素质教育走向深入的真实缩
影。

麻阳：
英才齐聚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陆亚 张阳）

5 月 22 日至 5 月 23 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
教育局在该县长河小学组织开展了全县
小学数学优质课评选活动。 比赛过程中，9
名参赛教师的精彩课堂教学让同学们陶
醉其中，也深深吸引着在座的评委和观摩
教师。

两天的活动为年轻教师搭建了分享
课改经验的平台，促进了年轻教师的专业
成长，展示了该县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
成果，对促进该县各学科教研活动的组织
和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都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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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张军）5 月
24 日， 全省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在长沙召开。 6 名市州、县区和基层学
校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发言。 石门县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彧作为全省两个
区县的代表之一，也是常德市唯一一个
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石门县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重
点县。近三年投入 8000 余万元实施县域
教育信息化整体推进，完成“三通两平
台”建设。 如今,就连“麻雀学校”也能使
用信息化教学。 这些，都是石门这个刚
刚脱掉“贫困帽”的山区县，在教育信息
化进程中交出的答卷。 石门到底有哪些
可资借鉴的经验呢？

“大手笔”建设强基础
2017 年以来，该县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按照“一步建成、自主建设、学校使
用、政府融资、争资争项、分年补差”的
原则，高起点、高标准整体推进教育信
息化。 针对全县地处偏僻、学校分散、线
长面广这一实际，“巧” 借运营商之力，

全面完成了“三通两平台”建设，建成集
网络运维管理系统、上网行为管理系统、
身份认证系统为一体的教育城域网和集
教育网站群系统、电子政务系统、教育资
源系统等 14 个教育微应用为一体的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

“拉网式”培训促应用
在石门县，严禁将信息化设备当成摆

设， 该县教育局实行送培到校的全员培
训、骨干集中培训、远程线上培训、校本培
训等“拉网式”培训，仅 2018 年就培训教
师 5000多人次，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全面提升。 每年举行一次“一师一优课”
“微课大赛”“班班通应用教学比武”“中小
学生电脑制作”等活动，提高了信息化设
备的使用实效。充分利用建设好的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开展教研活动、公文流转、召
开会议、监控学校安全、进行电子阅卷和
成绩分析，为学校数字化管理、师生学习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实现了全县教育
资源管理和应用效益的最大化。 2017年
以来，在国家、省级各类教育信息化应用

活动中，共有 140余名师生获奖。
“多形式”融合促发展

石门敢于借力， 积极探索教育信息
化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新模式。 一是利用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海量教学资源，广
泛开展“双师教学”，课堂上，不仅任课教
师讲，也借助资源平台请“网络”老师讲，
学生学习效果大幅提升。 二是积极探索
“1+N”网络联校模式，建立了 4 所网络
联校主校和 15 所子校。 每周，主校和子
校之间实行远程同步上课，开展“同课异
构”教研活动，薄弱学校的教研水平得到
大幅提升，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
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三是与全国远
程基础智慧教育“领头羊”———北京四中
网校合作，在石门思源实验学校开展“智
慧教育”实践，提高了办学品位和办学特
色。去年 4 月，成功承办了全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高峰论坛。

据悉，石门县 2013 年获评全省首批
教育信息化试点县，2018 年通过现代教
育技术实验县验收。

石门：高质量推进教育信息化

5 月 25 日至 26 日，桂东县中小学艺术节在桂东职校举行。 本届艺术节
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风采”，设有学生艺术展演、书画艺术作品和教师艺术
论文评比三个大项。

郭满平 陈淑平 摄影报道

新时代 新风采

凤凰：守护高考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龙志先 )5 月 24
日，时值学子高考冲刺阶段，凤凰县副
县长吴汉章率凤凰县政府办、市场监督
管理局、教育和体育局等相关负责人组
成检查组，深入凤凰县崇文中学和凤凰
县高级中学，开展高考前期食品安全检
查，全力守护高考“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组一行分别听取了学校食堂
管理人员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高考
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并深入加工
间、 操作间检查环境卫生及食品贮存、
食品加工流程等情况，要求学校严格按
照餐饮规范操作，加强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严格索证索票、台账登记、食品留
样、餐具清洗消毒和保洁，严格“防蝇、
防虫、防鼠”，严格生鲜食材采购加工要
求。同时对校园超市“三高”食品整治进
行“回头看”，坚决杜绝辣条和“五毛”食
品出现，严格进货渠道，杜绝快过保质
期的食品上架。

据悉，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将带队提前进驻凤凰县高级中学
蹲守食堂，执法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将
24 小时值守，对学校食堂进货渠道、加
工制作等各个环节， 进行全程监管，确
保高考食品安全。

祁阳：完成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本报讯（通讯员 唐文 何芳 高志
恒)5 月 23 日，2019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工作正式启动。 祁阳作为样本
县，经过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顺利完成
了为期一天的质量监测工作。

本次监测抽取浯溪一中、明德小学
等 21 所义务教育阶段样本校， 其中小
学 13 所、初中 8 所，每所样本校随机抽
取四年级或八年级学生 30 名， 学校校
长、 四年级班主任、 八年级班主任、语
文、音乐及美术科目教师均参加了测试
及问卷调查，并顺利完成任务。

今年 3 月份以来，祁阳被抽中确定
为国家质量监测样本县后， 祁阳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主管领导靠前指
挥，成立质量监测实施领导小组，制定
详细的实施方案，统一为样本校配发测
试用物品及设备; 从监测工作总动员、
相关人员的培训等系列环节，加强督查
指导，按照程序操作，规范有序进行。

本报讯（通讯员 刘成文 彭溢
湖 万石正）5 月 24 日， 岳阳县关工
委联合岳阳县教体局组织开展“我
为祖国点赞·中小学生朗诵、演讲比
赛。 ”来自全县各个学校的 65 名学
生参加。

活动中， 学生们仪态大方，通
过一个个真实的事例、一段段精彩

的朗诵， 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赞美之情。本次朗诵、演讲比赛，作
为岳阳县教体系统《歌唱教体事业
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活
动的一部分，不仅再次点燃了同学
们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学生们珍
惜学习机会，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

本报讯(通讯员 王欢)为确保全
县“三考（高考、学考、中考）”工作顺
利有序进行，5 月 22 日，湘潭县教育
局组织召开 2019 年教育考试工作
大会，该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县
供电公司等 20 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上， 湘潭县招生办负责人何
伟辉解读《湘潭县 2019 年“三考”工
作方案》。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将于 6月 7日至 8日进行，
全县共有 7076人报名， 设湘潭县一

中、 云龙中学、 江声中学三个考点。
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将于 6月 11日至 13日进行，全县
共有 6181人报名，设湘潭县一中、县
九中、凤凰中学、云龙中学四个考点。
2019 年全县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将于
6 月 16 日至 18 日进行， 九年级共
10033 人，八年级共 9900 人报名，全
县设 24考点。 何伟辉进一步明确了

“三考”期间各部门、各负责单位的工
作职责。 他要求大家提高认识，确保
责任压实；落实制度，确保考试安全。

临武：为“新时代
好少年”颁奖

本报讯（通讯员 蒋欢）5 月 24 日，临
武县第十七届中小学（幼儿园） 艺术节暨

“新时代好少年” 表彰大会在该县六中举
行。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为曹玲丹等 20 名
“新时代好少年”颁奖。表彰大会结束后，小
学组文艺汇演在精彩的武术表演中拉开帷
幕。来自全县 30 多所学校的同学们在舞台
上尽情展示自我， 用歌声唱响美好的新时
代，用舞步跃出青春的风采。

岳阳县：举行中小学生演讲、朗诵比赛

湘潭县：确保“三考”平安进行

天心区：
廉洁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钱芳 唐敏） 5 月

24 日，一首《清风正气润天心》响彻“清
风习习润南城”廉洁文化进校园主题教
育暨长沙天心区首届“清风教师”表彰
活动现场。 相关部门领导，各学校党政
负责人和受表彰的“清风教师”，部分区
直部门的干部等近 500 余人参与。

活动现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属
为天心区首届“清风教师”表彰颁奖。今
年三月以来，该区纪委监委、区教育局
党委在全区启动了天心区首届“清风教
师”评选工作，这是该区首次将教师队
伍建设中的“廉”单列出来进行表彰，经
过申报、评审、公示、考察等多个程序，
严格把关， 在全区 40 余所中小学及幼
儿园中选出了 10 名具有代表性的“清
风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