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县：聚焦新高考
本报讯(通讯员 鲁莹)新高考时代的来

临，让“选科”“走班”“生涯规划”等一系列
名词走入高中学生和家长的视野。 近日，

“长沙县实验中学教联体新高考选科走班
研讨会” 在长沙县第六中学综合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研讨会充分解读了高考改革的新
变化、新趋势，探索教育教学核心问题的改
革与发展， 有助于各学校尽快适应新高考
选科体系，推动新高考改革的有效实施。

宁远：让每一个学生
争当禁毒“宣传员”
本报讯(通讯员 郑会军 李慧敏)日前，

宁远县各学校围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的主题开展禁毒预防教育宣传活动， 学习
普及毒品预防知识， 增强师生在日常生活
中的禁毒意识， 坚决拒绝并远离毒品的危
害，让每一个学生争当禁毒“宣传员”。

此次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普法宣传
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识毒、拒毒、
防毒意识， 为携手共建无毒校园增添了亮
丽的一笔。

书香永兴 “报声琅琅”

“泳”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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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德和 通讯员
何正文）读一段党报，传一段视频，
让自己的声音与时代同频共振。 由
交通银行和碧桂园支持的首届“邮
政杯” 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7 月 5
日走进书香永兴县， 在当地掀起一
场全民共读党报的热潮。 该活动由
中共永兴县委宣传部主办， 永兴县
教育局、县广播电视台、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湖南省永兴分公司、 永兴一中承
办。“书吧传承文明·欢度书香暑假”主题
活动同时在该县一中体艺馆拉开序幕。
该县城区各中小学校长，永兴一中、树德
中学 600 多名学生参加了启动仪式。

永兴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廖永江就活
动的开展向全县教育系统提出要求：以
此为契机，不断开展党报朗读进校园、创
建学习型机关、书香校园等活动，形成读

报用报、读书学习的良好氛围。
“为中国人民谋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出发的原点，是立党的
‘初心’……”永兴一中的 50 名学生们诵
读《湖南日报》优选文章《永葆初心就是
最好的纪念》，将湖南日报朗读者活动推
向高潮。在鲜艳的党旗和国旗的指引下，
同学们声情并茂的朗诵， 层次分明的表
演，将所有参会人员体验了 70 年波澜壮

阔的中华民族复兴历程。
启动仪式现场，机器人“邮小萌”

宣读了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
大赛永兴赛区暨“书吧传承文明·欢度
书香暑假”活动倡议书，引起了学生们
的关注和兴趣。

永兴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长唐
国林说：“永兴全民阅读工作一直勇立
潮头，不断创新。 利用暑假来临之际，

借《湖南日报》这个平台，让永兴的全民
阅读与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联姻意义重
大。 ”

唐国林说， 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倡
导全民阅读，与永兴全民阅读相结合，让
更多的孩子能够持续有效的阅读， 把全
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
决策部署上来，从关注青少年学生开始，
从打造新型思政课堂出发， 建设全员参

与、全域覆盖的读报学习平台，在全社会
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湖南日报社编委邓梅辉说， 湖南日
报朗读者大赛是媒体融合时代全民“新
阅读”的一次有益尝试，让大家共建、共
创、共享，共同迈入一个朝气蓬勃、奋发
向上阅读学习时代！

随着活动正式启动， 在场的学生们
跃跃欲试。 永兴县一中高一年级的廖嘉
欣同学说：“当今已经是新媒体发展的时
代，纸质书逐渐离开人们视野，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让人们重视纸质图书的阅读。
与书为友，与书相伴！ ”

“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是我第六次
参加朗读类的赛事， 它不仅提高了我的
表达水平，还能深入地了解实时政治，让
我的生活更精彩。 ”来自永兴县一中高一
年级的学生李健豪说。

7 月 2 日，娄底冷水江市首届小学生游泳比赛顺利举行。 此次比赛
共有来自 9 所学校的 90 余名小学生参加。 近年来，冷水江市教育局始
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积极引导和帮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

王平 摄影报道

全省寻找 300名
贫困大学新生
本报讯（记者 黄京）7 月 5 日，由三

湘都市报、湖南省教育基金会、龙华上
品教育扶贫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9 龙
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活动启动。 在接
下来的两个月里，将在省内寻找 300 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新生，为他们的梦
想保驾护航。

从 2007 年开始，湖南省教育基金
会发起“育才行动”公益项目。 十余年
间，项目逐年加大资助力度，资助对象
从最开始的只有大学新生， 到现在的
大、中、小学全面覆盖，资助名额也不
断增加，截止到 2018 年底，一共资助
了 6808 名贫困学生， 发放资助金
1837.97 万元， 帮助他们实现求学梦
想， 同时为社会参与教育扶贫创建了
平台。

“龙华上品”是中国生猪全产业链
经营领导者———唐人神集团旗下的一
个高端子品牌。 龙华上品教育扶贫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笔助学金虽算不
上巨额财富，但却可以帮助一个有追求
的学子顺利迈进校门， 开启人生新篇
章。“希望更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
起加入到这场活动中来。 ”

本报讯 (通讯员 钟俊菲 )近
日，桂东县举行“国培计划”项目县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 该县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郭建军指出，教师培
训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
径， 培训质量事关教师队伍建设
成效。

据悉， 桂东县于 3 月成功入
选湖南省第五批“国培计划”项
目县。 该项目由桂东县教育局主

持全面工作， 桂东县职教中心具
体组织实施， 全县中小学校、幼
儿园(含民办)共同参与。 下一步，
该县将采取县域自主建设模式，
培养“种子”，打造“模子”，摸索

“路子”，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全
县中小学、幼儿园 (含民办 )教师
进行全员培训， 整体改善和优化
县域培训生态， 形成县域特色研
修模式， 提升全县教师的专业发
展能力。

桂东：培养“种子” 打造“模子” 摸索“路子”

武陵区：提升宣传
工作者素养

本报讯（通讯员 雷江峰）近日，为
期两天的 2019 年常德市武陵区教育系
统新闻发言人、通讯员（舆情引导员）培
训班的开班仪式在湖南文理学院落下
帷幕。

在开班仪式上，武陵区教育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黄朝辉以《如何抓好
新时期教育宣传工作》为题讲话，勉
励大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
断提升“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

来自武陵区各中小学的新闻发
言人、通讯员（舆情引导员）、片区督
学、 民办幼儿园代表共计 290 人参
加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李祥)近日，华
容县学前教育班级主题环境创设
现场会召开。华容县各乡镇中学分
管学前教育负责人， 县直幼儿园、
乡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及业务副园
长，全县民办幼儿园园长 140 余人
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园所观摩和集
中交流两个阶段。 观摩中，华容县
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龚成明与幼
儿园小朋友合作绘画，参与并指导

孩子游戏。 观摩结束后，大家齐聚
第一幼儿园大礼堂，来自不同园所
的代表就班级主题环创分享了各
自的经验。

随后，华容县教育局副局长蔡
亚利以《全面推进华容县幼儿园班
级主题环创工作》 为题作总结发
言：“各幼儿园在班级主题环创中，
要做对幼儿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抛
去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让幼儿成
为班级主题环创的主人。 ”

华容：用形式“减法”换内容“乘法”

洞口：教师暑假
忙“充电”

本报讯（通讯员 伍欣）7 月 8 日，洞口
县教育局主办的“2019 年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全员培训项目第二
次线下集中研修活动” 在该县教师进修学
校完成。全县 600 余名教师参加。此次培训
拉开了洞口县教师暑假培训的序幕。

据悉，2019 年洞口县教师暑假培训分
两个批次：7 月份为专项培训， 包括县级培
训、信息技术能力培训、“国培计划”培训和
特岗教师培训等四大项，参训人员 2000 余
人次；8 月份为师德师风全员培训， 将覆盖
全县 6000 名教师。

“语文老师兼职教思政，和专职思政教
师比，差距是明显的，期待通过思政学科专
项培训，提高自己的思政教育教学能力。 ”
看到 7 月 17 日至 25 日洞口县将举行思政
学科专（兼）职培训的消息，该县城关中学
思政课兼职教师胡桂香第一个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