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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垃圾分类宣讲进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 刘太平）“垃圾分

分类，资源不浪费。 ”9 月 9 日，在祁阳县龙山街
道民生小学， 教师雷晖利用自制小道具组织垃
圾分类小游戏， 小朋友们根据卡片上画的垃圾
所属种类， 将指代的垃圾投放到相应的迷你垃
圾桶中，40 分钟的课程令人意犹未尽。

秋季开学以来， 祁阳县教育局狠抓入学教
育， 联合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 倡导全县 15
万余名师生， 参与到垃圾分类宣传和具体分类
行动中去。 各学校举办“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
教育进课堂，开展“小手牵大手，洁美创一流”校
园清洁大比拼，形成校园垃圾分类常态常效。 据
统计，开学以来，该县 22 个镇街道中小学校幼
儿园已组织垃圾分类宣讲实践活动 200 余次，
参与垃圾分类课堂学习 12 万余人次，发放垃圾
分类宣传单 3 万余份， 刊出垃圾分类宣传专栏
300 多处，新增垃圾分类桶 5000 多个，校园及周
边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新晃：芙蓉课堂插翅村小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世江 舒象彬）9 月 7 日

上午，一堂由彭艳君老师执教的音乐课《时间像
小马车》在新晃县芙蓉学校录播室内举行，并通
过网络联校远程终端，同步传输到 40 余公里外
的该县扶罗镇伞寨、东风 2 所村小教学点，让村
小学生同时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音乐大餐”。

新晃县芙蓉学校于今年 8 月底顺利建成，9
月 1 日正式开学。 开学之初， 该校就积极创建

“芙蓉学校网络联校体系”，探索形成“省级名校
带芙蓉学校，芙蓉学校带县域内薄弱学校”的新
晃“芙蓉课堂”发展模式。 目前，新晃县芙蓉学校
已与长沙市育英学校成功对接， 并与县内 2 所
村小建成网络联校。 下一步，“芙蓉课堂”将向县
内 39 所村小全面铺开，并深入开展“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建设，以“外引、内生”相结合的
方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和全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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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董以良）“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
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近日，为加快建设
科教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湖南省
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从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优先发展教育，保障教师待遇
《意见》指出，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确保按在
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逐
年只增不减， 全省义务教育投入一般不
低于中部平均水平。 优先考虑教育领域
特别是义务教育资金需求。

“兴教必先强师”。 加强师资培养，首
先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其次有序扩大
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规模，至
2021 年， 全省每年招收培养各类农村教
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1.4 万名左右，义务教
育教师补充以本科公费师范生为主。

培养师资要保障教师待遇，《意见》
提出， 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实行建租并举、实物分配、货币补贴并行
的办法， 用两到三年时间解决乡村教师
在工作学校住房难问题。 严格落实乡村

教师工资待遇和有关津贴、补贴政策。
针对教师编制管理问题， 根据《意

见》，对符合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要加快入
编，不得产生新的代课教师。 推进“县管
校聘”管理改革，在县域内统筹编制、岗
位和教师资源。 推行音体美教师无校籍
管理做法，实施“走教式”教学。 压缩非教
学人员编制， 探索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
且适宜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学校安
保、 生活服务等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 所需资金从地方财政预算中统筹
安排。
推进学校建设，补齐“两类学校”短板
《意见》明确指出，把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列入各级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到 2020 年，基本消除 56 人以上义务
教育大班额。扎实推进芙蓉学校建设。加
强城镇小区配套学校建设。 单一小区人
口规模达不到单独配置中小学、 幼儿园
的，各级政府要精准计算学位需求，把学
位建设规模、 标准纳入周边可建设配套
学校的小区或已建成学校统筹安排，确
保学位供给。

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
宿制学校(统称“两类学校”)建设。 到 2020
年，基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办学条件
达到省定基本办学标准，城乡师资配置基

本均衡， 乡村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基
本实现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扩大优质教育，
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统一管理
《意见》提出，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要

根据办学实际，按照同层次学校(小学 、
初中、普通高中学校)原则，采取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或学校联盟等形式， 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推动优质学校与薄
弱学校结对帮扶。

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上， 不得有提
前结课备考、超标教学、违规统考、
考试排名和不履行教学责任等行
为。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学生选拔力求公平， 严禁以各
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
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
等名义选拔学生。 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
办学校同步招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
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实施“互联网 + 教育” 行动。
建立覆盖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
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免费为农村
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提供优质学
习资源。

减轻学校、学生、教师、家长负担，严
格控制面向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类审批、
检查验收、创建评比等活动。

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积极探索边远、
农村地区教师在服务期满、 达到晋职基
本条件后自动晋职政策。

提升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条
件保障。到 2020 年，30 万人口以上、残疾
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要有一所特殊教
育学校;30 万人口以下、无特殊教育学校
的县市要建立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接过阮志斌火炬的是第 33 棒火炬手、土家族民族代表王
静蕾，就读于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随着电视直播的
解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 2018 级学生王
静蕾出现在 9 月 7 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中。

今年 6 月，根据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组委会的要求，由
湖南省选送 1 名土家族代表，参加民族运动和相关活动。经过各
市州和部分高校推荐，严格选拔，王静蕾最终脱颖而出，代表湖
南、代表全国 800 万土家族，成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上 56 个民族的代表之一。

朱丹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燕） 今年 9 月 10 日
是我国第 35 个教师节。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2019 年，我省共有 110 名优秀教师获教
育部等部门表彰，8 名教师代表日前已进
京领奖。

据悉，在教育部今年推选的“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10 人名单中，中南大学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桂卫华上榜。 他从教 38 年，
培养了上百位硕士、博士、博士后，为我国
自动化领域输送了一批高层次人才。 在教
育部表彰的 1432 名“全国优秀教师”中，新
化县吉庆镇南山中学王云真等 66 人入选。
凤凰县沱江镇箭道坪小学校长石金先等 7
人获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共同评选的
718名“全国模范教师”中，株洲市第二中学
王琼辉等 33名教师入选， 平江县第一中学
副校长何进等 3人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另有中南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等
24个单位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一线传真

本报讯（邓文辉）9 月 3 日，儿童体育
题材电影《跳水吧，少年》在长沙正式开机，
该电影由海归新锐导演邓楚炜执导， 奥运
冠军熊倪出任该电影的总顾问， 奥运冠军
何姿、秦凯担纲主演。

据介绍， 这部电影旨在填补国内电影
市场的儿童体育题材空白。 影片以冠军运
动员的传奇故事为蓝本， 通过一位山区玩
劣少年励志、成长、奋斗的故事，面向全国
广大中小学生，弘扬正能量，宣传体育拼搏
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

该电影主演何姿和秦凯都曾是中国国
家队跳水运动员，多次为国争光，获得世界
冠军和奥运会冠军等多项荣誉。 此次担纲
这部儿童体育题材电影的主演， 对他们来
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但他们充满信心，期待
他们的表演能给广大儿童和青少年观众带
来新的惊喜。

该电影由湖南银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和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湖南省
体育局支持拍摄，将在湖南长沙、衡阳、永州
三地取景拍摄。 计划在 2020年“六一”儿童
节期间在全国电影院上映， 并在 2020年奥
运会期间在全国中小学校推广，将为广大儿
童和青少年带来快乐而丰富的精神大餐。

儿童体育题材电影
《跳水吧，少年》开机

深化教改，民办学校招生或将迎来大调整

湖南高职学子亮相全国民族运动会

湖湘要闻

湖南教育战线一批单位
和个人获全国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琴 张翠
华） 为大力弘扬新时代“工匠精
神”， 9 月 6 日至 9 月 7 日，凤凰
县教体局和人社局联合举办主题
为“匠心铸梦 彰显风采”保育员
职业技能竞赛。 该县 101 名保育
员参加了比赛。

整个赛程不仅是对保育老

师专业知识的重新培训和考察，
也是对保育老师专业技能的一
次全面比拼和检测。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比赛
从参赛选手中分别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对获奖人员颁发证
书、给予奖励，并将择优推荐参
加湘西州级决赛。

凤凰：举行 2019年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