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塘区：
绿茵点燃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 周奕） 6 月 6 日，株
洲市荷塘区第五届“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暨首届青少年校园足球文化节开幕
式在美的学校举行。 本次参赛学校共 21
所，整个赛程为期 22 天，共 138 场比赛。

近年来， 荷塘区把发展校园足球作为
“中国梦·圆梦理想”的重要内容，在青少年
学生中大力倡导“团结协作、积极向上、顽
强拼搏、健康成长”的校园足球文化。 秉承
“足球服务健康”的理念，实施“一把手工
程”，与株洲市狼腾足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关
系，全面推行“区俱”模式，全方位打造雄厚
师资， 配套完善的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形成了“以赛促训”的校园足球竞赛
模式，各学校足球文化特色不断彰显，区域
校园足球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雨湖区：教育人诉说
“初心与使命”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三财）6 月 13 日，

湘潭市雨湖区教育系统“初心与使命”微党
课比赛在该区风车坪建元学校精彩开讲。
比赛中，26 名选手紧紧围绕中国梦、 教育
梦、共产党员的初心等内容，联系自己的工
作和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将雨湖教育人紧
跟党的步伐， 一片丹心为教育的动人情怀
诠释得淋漓尽致。

整场比赛历时 5 个小时， 最终由风车
坪建元学校党支部黄艳、 人民学校党支部
沈继荣、鹤岭镇中心校党总支刘志宇等 11
位老师夺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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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彭三英）“我抓
到一条大鱼了。 ”“我的菜长新叶子
了”。 常德市鼎城区长岭岗公立幼儿
园的孩子们撒着欢地捉鱼、 钻地洞、
玩泥巴……该园小三班教师沈媛表
示，以前下雨时孩子们只能在走廊上
玩，“现在实现室内户外一体化后，无
论天晴下雨，孩子们都能找到自己喜
欢玩的区域。 ”

近年来，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高
度重视幼儿园户外活动的开展， 通过
“户外场地一票否决、户外时间日常督
查、户外设施明确标准”来保障户外活
动的有效进行。

因地制宜，拓展游戏区域
长岭岗公立幼儿园因地制宜，创

设了适宜的户外活动环境，以“立足农
村、回归自然、自主游戏”为办园理念，
打造了玩水区、编织区、风铃屋、采摘
区、玩泥区等 12 个活动区域，极大地满

足了幼儿户外自主游戏的需求；尧天坪
幼儿园遵循创造性、体验性和开放性原
则，根据当地特色和园所特点，拓展户
外区域 720 平方米， 打造了民俗游戏
区、种植区、沙池区等 9 个区域，将本地
的民俗艺术活动与户外自主游戏巧妙
相结合，让孩子们尽情地在户外舞龙、
舞狮等。

鼎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幼儿户外自主游戏是幼儿园户外活动
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幼儿成长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户外活动场地的建
设， 是户外自主游戏开展的基础，从
2013 年起，鼎城区全面改善幼儿园办
学条件， 在完善幼儿园室内区角建设
后， 全力打造户外场地， 先后投入资
金近 1000 万元，支持幼儿园户外改造
提质。

强化交流，相互学习指导
为有效引导幼儿开展户外自主

游戏，2016 年， 鼎城区教育局将区实
验幼儿园副园长闵捷派到长岭岗公
立幼儿园指导两年半时间。 2018 年，
再次派鼎城区实验幼儿园石林老师
到长岭岗公立幼儿园指导户外自主
游戏活动的具体开展……现在，长岭
岗公立幼儿园的户外自主游戏开展
得有声有色。长岭岗公立幼儿园园长
李丽华说起幼儿园的变化， 笑开了
花：“幼儿园的户外自主游戏重新调
整后， 孩子们玩得放学都不想回家
了。 ”

据了解，鼎城区将继续加大幼儿园
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力度，一是继续强
化以上几所幼儿园户外场地建设，强化
自主游戏课程特色。二是将着力加速打
造全区各示范性幼儿园户外场地整体
提质。 三是加强培训，深入探索户外游
戏活动中儿童行为的解读，教师指导策
略的研究。

精彩游戏 快乐无限
———鼎城区积极开展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

近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 2019 年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宣传活动暨
禁毒师资培训会在该县思源实验学校举行。 百名小画家禁毒手绘 T 恤
竞赛活动的壮观场面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围观。 小画家们尽情挥洒着自
己的创意与想法，直观地表现出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用自
己的艺术创意为防毒禁毒贡献力量。 这次活动让同学们对防毒禁毒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唐高亮 摄影报道

手绘 T恤，让青春不“毒”行

本报讯（记者 王燕）6 月 15 日上午，
2019 年长沙市城区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城
区联合微机派位在天心区举行。 来自长沙
市内五区各小学的校长、 家长代表共计
4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微机派位现场会。

今年， 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招生的
基本原则为“区为主，保入学；市协调，保公
平”。其中，公办学校初中招生，高新区按照
单校划片的方式入学； 其他区按照单校划
片(对口升学 )、多校划片和配套入学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多校划片的方式为“相对就
近、免试入学、指标到校、微机派位”。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民办学校、子弟
学校初中招生和公办学校招生同步进行，
实行微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方式。
今年长沙城区共 19 所民办学校、子弟学校
参与微机派位。按照政策规定的比例，除配
套入学、 特长招生等提前录取外， 共有
4003 个计划面向城区所有自愿选择的小
学毕业生进行了派位。

据统计， 今年长沙市城区共有小学毕
业生 46834 人，其中残障儿童、公办和民办
学校特长(特色)招生等共 4811 人，高新区
实行划片招生 1987 人。 五区派位总数
40096 人，其中乡镇(场)学校对口升学、配
套学校配套入学以及志愿录取人数为
16148 人，多校派位人数为 23948 人。 今年
继续实施双胞胎捆绑派位政策， 共有 253
对双胞胎申请参与捆绑派位 (含 3 对三胞
胎)， 其中有 64 对双胞胎已被志愿录取，
189 对参与派位。

浏阳：贫困生
有了专属帮扶老师
本报讯（通讯员 周长江 石自行）为深

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日前，浏阳市社港中
学党支部以主题党日为契机，组织开展“微
心愿，暖人心”扶贫助学活动。 活动前期，学
校通过对辖区困难学生家庭展开全面摸排，
确定了 10 户特困家庭为本次活动的走访对
象。

除开展集中走访活动外，该校每名党员
还联系了一个贫困生，党员定期开展学业辅
导、心理疏导和家校共建，“一对一”帮扶情
况纳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

今年以来，浏阳市教育部门将教育精准
扶贫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先后启动了建
档立卡户的贫困学生一对一帮扶和残疾学
生送教上门的机制，7000 余名建档立卡户贫
困学生有了自己的专属老师，76 个建档立卡
户残疾学生在家就能接受到老师的上门教
育。 同时，该局党委号召党员利用主题党日
开展活动， 将关怀送至建档立卡特困户家
中。

长沙城区完成 2019年
“小升初”微机派位

祁阳：公费定向
师范生招生持续火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6 月 18 日，在按
“高考” 标准组考的祁阳一中考点，555 名祁
阳籍并自愿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初三毕业
生正在认真参加永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竞争该县申报的 108 个初中起点公费定向
培养农村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教师职
位。

近年来，祁阳县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十
分火爆， 报名人数一路激增，2015 年 150 余
人报考，2016 年增至 328 人，2017 年后持续
稳定在 500 人以上。 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
取、公费培养、定向定期服务”的原则，今年
该县申报的 108 名培养计划中，本科层次农
村中小学教师 38 名，专科层次 70 名，部分
热门专业职位招录比达到了 1:20。 培养计划
中还单列了农村小学男教师计划 20 名，农
村小学教师（扶贫）计划 20 名，另有 20 名小
学教师明确定向到黄泥塘、羊角塘、龚家坪，
肖家、八宝等偏远镇学校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覃业彦 张
军)“学校电脑室‘死’了的几台电
脑让谭彬给救‘活’了。 ”6 月 14
日， 石门县罗坪乡中心学校校长
汪洋在学校电脑室盛赞外派学员
的培训效果。 这名救“活”电脑的
谭彬老师是刚从该县首届教育信
息化管理骨干脱产研修班结业的
学员。 参加首届研修班的 34 名教
师接受百日“修炼”后，成为学校
信息化“管家”。

为建设一支“管好用好”信息
化平台， 石门县教育局举办了为
期 3 个多月的信息化脱产研修

班。 本着“急需什么，培训什么”
的原则， 培训开设了信息技术基
础知识、网络基础知识、网络安全
等十几个专题课程。

此次研修班分期安排了两次
实训，由该县教育信息中心、县教
师进修学校、 授课教师代表组成
考核小组到学员的实训学校进行
现场考核，以“考核”倒逼实训见
实效。 培训期间，学员们相互分享
的色彩色调、音乐制作、语音变文
字、 手机同屏等 60 个小技巧、小
软件， 解决了教师们因专业软件
知识不足而产生的难题。

石门：教师成为信息化“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