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彭静
版式：曾善美 校对：杨嶷飞

2019 年 7 月 3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要闻03

（上接 01 版①）
老师和家长也深刻感受到了孩

子的变化：学生小胡把妈妈丢到垃圾
桶里的运动鞋捡起来；学生敏敏拒绝
妈妈给她添置新衣的建议……

中山路小学试点的成功，让整个
零陵区掀起了一股“红色文化”传承
之风，该区各中小学纷纷开展了“向
国旗敬礼” 主题队会、“党在我心中”
手抄报、观看红色经典影片、“童心向
党，红歌飞扬”歌咏比赛、“传承革命
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征文赛等多种
形式的常规文化活动，将红色经典元
素融入日常德育实践教学的点滴。 此
外，各学校结合自身特色，打造更加
鲜活、立体的传承模式。

七里店小学的学生在“红色长
廊”学习党史党情、十九大精神；石岩
头中心小学的学生在课间操集体合
唱红歌和爱国主义歌曲，他们的歌声
经常把学校周边的百姓都吸引了过
来；徐家井小学的学生听当地“红色
故事宣讲团” 老党员上“红色历史

课”；中山路小学学生在“红旗向前进
”“抢收南泥湾”“智送鸡毛信”等红色
运动会项目中，感悟历史，体验红军
前线打胜仗的辛苦。

2018 年 11 月 26 日， 零陵区举
行初中生红色读本《少年心向党》首
发仪式， 向全区 23 所初中共 2.2 万
多名初中生发放读本。 至此，零陵区
“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区
所有初中和小学， 党的知识教育实
现了常态化。

零陵区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被
中央党史研究室称为“全国党史宣传
教育创新之举”。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撰文向全国推介“零陵模式”。
山西、江苏、山东等 13 个省党史部门
纷纷上门取经。《零陵区中小学“弘扬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党的知识
常态教育》被评为永州市“十大优秀
改革案例”，《零陵“打造‘向日葵工
程’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案例》被评
为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

（紧接 01 版②） 3 年时间， 该校几经
修缮、扩建，现在的学校教学设施设
备一应俱全，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这
些变化，家长和老师看在眼里，赞不
绝口。 2011 年，余湾完小成功创建了
省合格化学校。

2013 年，敢于啃硬骨头的赵国良
又调任到墨庄完小。 该学校教学质量
在浏阳二中督学区常年靠后。 要提高
学校的教学质量， 首先要把教师留
住。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是关键。 2015
年至 2017 年， 墨庄完小累计投入建
设资金 500 余万元， 完成华美蜕变，
成功创建为长沙市标准化学校。 学校
环境好了， 优秀教师更愿意在此扎
根，学校教学质量也不断提升。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近 34 年的
风雨沧桑， 近退休年龄的赵国良，依
然初心不变。 他将始终站在教育这块
精神的高地上，守望着自己的理想。

如今，在沙螺完小任教才一年的
赵国良，将继续为这所学校的蜕变发
光发热。

6 月 28 日上午，2019 年湖南省学生资助政策下乡行暨学生资助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并现场授旗。

启动仪式后，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和各高校志
愿服务队将奔赴全省各市县，深入村社和中学时期的母校，宣传国
家资助政策，走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并撰
写资助政策调查报告，将学生资助的种子撒播到湖湘大地。

姚丹丹 杨莎莎 摄影报道

7 月 2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生暑假有关工作
的通知》， 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校
外培训机构假期开展的中小学生学科
类培训班严格进行审核备案，对无证无
照经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
实行“零容忍”，现场予以取缔或责令其
立即停业整改。

教育部提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如
果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有超标超前培训
的，要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要直接
取消培训班次，拒不整改的要依法依规
进行处罚，直至吊销办学许可。 教育部

同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市
场监管、公安、消防、民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部门以及街道、 居委会等，在
暑假前对行政区域内校外培训机构专
门开展一次排查，并在暑假期间不定期
进行专项巡查监测，重点巡查培训机构
集中的热点区域以及学校周边地区，一
旦发现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培训，要坚决
予以严肃查处并及时向社会通报，对拒
不整改、屡教不改的机构，要依法依规
进行处罚并吊销办学许可， 同时提请
市场监管等部门吊销执照。

对于暑假作业，教育部要求各地各

学校统筹调控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作业
数量和作业时间，由学科组、年级组集
体研究并布置学生暑假作业， 并鼓励
布置那些活动性、实践性、探究性的作
业， 严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
长代劳的作业。 教育部希望各地各学
校通过多种途径， 引导家长不盲目给
孩子报校外培训班， 减轻学生课外负
担。 指导家长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个性差异安排适量的家务劳动， 培养
劳动节约习惯，提高劳动能力，帮助树
立节水节粮节电意识。

对于安全教育， 教育部要求暑假

前，各地各校安排专门的安全教育活
动， 通过主题班会、 班团队活动、发
放安全提醒和致家长书等形式，聚焦
溺水、交通事故、食物中毒、自然灾害
等防范重点，将安全提示内容告知每
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提高学生的安
全防护意识， 推动家长履行安全监护
职责。

另外，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根据当地
实际，广泛利用体育馆、博物馆、文化馆
等社会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
子假期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摘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对暑期学科类培训班严格审核备案
合理布置暑假作业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6 月 27 日，湖南省中小学校“学习新思
想，做好接班人”主题阅读活动在长沙市一
中双语实验学校启动。

此次阅读活动由教育部、人民日报社、
全国少工委联合发起，省教育厅、人民日报
少年客户端、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省少工
委主办， 旨在通过组织阅读人民日报新媒
体平台两个栏目上发布的文章， 促使中小
学生深入了解新时代，学习新思想，做好接
班人。

启动仪式后，该活动将全面铺开。
摘自湖南教育政务网

湖南中小学校
主题阅读活动将全面铺开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公

布《2019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
评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 2019 年
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主
要评价各省级人民政府 2018年履行教育职
责情况、2019年相关重点工作进展落实情况
和 2017年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情况。

据了解，将重点评价以下 15 项教育职
责的履行情况： 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领导和教育系统党的建设； 健全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育人机制； 出台落实国家教育
法律、 法规及重大项目的相关配套政策措
施；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巩固提高
义务教育发展水平； 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
及水平；提高职业院校办学能力与水平；提
升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水平； 促进和规范民
办教育发展；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优化特殊
教育资源；建立“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工作
机制；保障教育财政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 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常态化监管长
效机制。

摘自《法制日报》

《2019年对省级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方案》公布

权威发布

三湘要闻

学生资助政策下乡 行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陈洁）诗情画意潜
入心，翰墨之香迎面来。 6月 28日下午，“云
起新湖南 墨舞大洋河”第二届湖南中青年
书法大展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此次大展以“云起新湖南 墨舞大洋
河”为主题，要求参展者新创、自创反映湖
湘文化内容的作品， 以及要求内容为积极
健康的古今诗、词、文、赋、楹联等。 作品可
以是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篆刻、刻
字等形式，但不收取硬笔书法作品。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参赛人员通过关注

“湖南省中青年书法大展”公众微信号进行
报名并下载报名表， 然后将自己的作品寄
给组委会即可参赛。

本次大展设初评、复评、终评和面试四
个评审环节。初评阶段，由各市州书法协会
推选 30～50 件作品直接进入复评； 自由
投稿作品由大展组委会按照评审规则和
流程， 组织省内知名专家评委进行评审，
评选复评作品 200 件。 之后，经过专家复
审和终评层层选拔后，最终将评选出 30 件
优秀作品。

届时，优秀作品的作者将获得证书、奖
杯和奖品（洋河旗下高端产品一件），作品
收藏费 2000 元 / 件，作品集两本。 本次优
秀作品作者还可直通湖南省书法家协会，
成为省书协会员。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
南日报社、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湖南省
书法院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
限公司、洋河股份、湖南省江苏商会执行。

第二届湖南
中青年书法大展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