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名优教师
“送教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宋素珍）10 月 31 日，
经长沙市教育局研究决定，由长沙市教育
局、 长沙市特级教师工作研究专业委员
会、长沙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联合长沙
县教育局组织开展的长沙市中学名优教
师“送教下乡”活动，在长沙县实验中学和
长沙县百熙实验学校初中部顺利进行。本
次活动有 600 人参加，它是充分发挥特级
教师、名优教师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推动长沙市城乡中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城乡中学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发展的重
大举措。

本次高中活动主题为“新高考背景下
的学科教学策略”，初中活动主题为“新教
材学科教学优化”。 整个送教活动包括示
范课展示、执教者说课反思、专家点评和
微讲座四个环节。 活动中，专家们与现场
听课教师联动，对新背景下的学科教学优
化策略及课程价值实现进行了深入探讨，
激发了广大参与活动教师的深入思考。

溆浦：首届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向三洋）11 月 1 日，
溆浦县首届“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授牌仪
式暨成立大会召开。 溆浦县委组织部、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教育局相关领
导、 工作室全体成员等近 100 人参加会
议。

本次会议溆浦县评选了溆浦县第一
中学朱良满、 溆浦县桥江镇中学颜学清、
溆浦县教师发展中心贺娟、溆浦县教师发
展中心向君兰为县首届名教师，溆浦县卢
峰镇第三完全小学宋跃庆为县首届名校
长。

会议宣读了《关于成立首届县级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的通知》， 为名师名校长颁
发证书，并为 4 个名师工作室、1 个名校长
工作室授牌。工作室主持人、成员、所驻学
校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

据悉，近年来，溆浦县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升溆浦
县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认真开展各
级各类教师培训、举办乡村好校长论坛等
一系列活动，切实推动了县域师资水平提
升和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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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棉衣温暖山里娃

天气逐渐变冷，保靖县普戎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园内却暖意融融。
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顺畅一行将山
东省济南市发改委捐赠的一批爱心棉衣送到了孩子们手上。 该校 244
名学生，每人喜领到一份价值 827 元的温暖大礼包，包括一件棉衣、一
套保暖内衣。 拿着崭新的棉衣，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

彭春芳 陈贤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谢康河 廖丹）近
日， 耒阳市教育局在该市杜甫学校举行
耒阳市教育扶贫“一站式”管理云平台应
用培训班，宣讲教育扶贫政策，推广平台
运用， 提升教育扶贫干部的政策水平和
业务水平。该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陆国辉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各学校负
责学生入学和学生资助的工作人员参加
培训。

陆国辉强调， 要全面摸清贫困学
生底子，逐户走访摸排，确保学生基
本信息、就读信息和资助信息一人不
漏、一个不错；加大控辍保学力度，落
实“三帮一”劝学及送教上门工作，责
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不让一个孩
子因贫失学； 精准落实资助政策，借

“一站式”管理云平台，进一步做到资

助对象精准、资助标准精准、资金发
放精准，提升群众满意度；严格遵守
时间节点，按规定时间落实和推进工
作，确保无一学生失学辍学、无一学
生资助遗漏； 全面压实工作责任，落
实“行政包村组、教师包学生”工作，
明确任务，主动作为，确保教育扶贫
工作扎实高效推进，确保教育扶贫迎
省检不出问题。

据悉， 为实现对全市建档立卡等贫
困家庭学生信息的动态跟踪管理， 着力
解决教育扶贫工作面临的学生底数不
清、信息不准等突出问题，助力教育精准
扶贫，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耒阳市教育
局组织开发了耒阳市教育扶贫“一站式”
管理云平台， 这是该市推进教育精准扶
贫的又一举措。

该平台功能强大、操作便利，主要
由学生基础信息管理、 学生动态管理、
学生资助信息管理和统计分析等功能
模块组成，融控辍保学、帮扶走访、送教
上门、学生资助等工作于一体，实现工
作“一站式”管理，政策“一站式”落实。
它借助大数据管理，实现工作与省教育
厅“一单式”信息系统无缝衔接，实现教
育、扶贫、残联和民政等部门数据共享、
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在学生基础信息库
中自动识别建档立卡、低保、残疾、特困
供养、其他贫困等贫困属性，及时有效
反馈贫困学生的就读信息、 资助信息，
大幅度降低了基层工作强度，提升了工
作效率和扶贫精准度。 目前，该平台已
在该市 2019 年下半年教育扶贫工作中
投入使用。

耒阳：搭建教育扶贫“一站式”管理平台

宁乡：主题教育
使教学调研更有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刀）“我们
喜欢灵活多样的作业题，最讨厌简单
的重复抄写。 ”近日，宁乡市灰汤镇中
心小学一名学生面对前来进行教育
教学提质增效调研的领导，说出了自
己的真心话。

灰汤镇位于宁乡市边远乡村，教
育教学质量长期落后于城区学校，这
也成了灰汤镇教育党委、基地学校面
临的一大难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灰汤镇
教育党委、 基地学校以此为契机，摒
弃以往调研走过场、轻落实的形式主
义陋习， 深入各中小学校调研剖析，
广纳良言，全力帮助各学校寻求教育
教学提质增效的突破口。

道县：中小学校
禁毒教育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宋小
军）今年，道县教育局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系列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
各级各类学校德育、法治、安全教育
中，着力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常态
化， 全县 76 所中小学校禁毒宣传教
育实现全覆盖。

道县各学校采用多种途径查阅
收集有关禁毒的资料，精心选材并设
计方案， 按计划完成禁毒知识黑板
报、宣传栏的制作，让“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观念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各
学校共组织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200
场次，悬挂宣传横幅 300 余条，展出
宣传展板 500 余块，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10 万余份， 发送禁毒知识信息 5
万余条次。

宁远：小学语文
教师集中研修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艳 高勇娟

李国春）“参加这样的线下研修活动，
让我学到很多教学上的方法，丰富了
我的教学经验，有机会我还要参加这
样的活动。 ”10 月 30 日，宁远县小学
语文教师工作坊第二次线下集中研
修活动在莲花小学举行，桐木漯学校
教师罗燕参加研修后如是说。

当天上午，来自保和完小的潘格
芳、实验小学的李盛青等 7 名教师为
参训教师带来了精彩的说课比赛。她
们独到的教学设计、巧妙的多媒体辅
助演示以及思维导图在语文课堂的
运用方式，给语文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和新方法，也受到专家老师们的一致
好评。下午，参训教师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面对面、零距离”的研修成果展
示与交流。

据悉，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
工作坊培训的质量， 深入开展教学
研讨活动，推动教师培训常态化和教
师专业自主发展，宁远教育局对教师
培训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和更细致
的指导，让宁远教师不断提升自我，
争做学习型教师， 当好学生人生的
引路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磊）11 月 1
日，临湘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运动会
在该市二中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为
期 7 天， 来自全市各学校的 36 支代
表队、 近 2000 名运动健儿， 参加足
球、田径等 7 项比赛。

近年来，临湘市科学实施全民健
身战略，不断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 在教育体育事业上，秉

持“教体结合、打造精品”的发展理
念，坚持下好“竞技赛事”先手棋，积
极构建多元人才选拔格局、拓展特色
体育项目等工作， 多次在国家级、省
级、 岳阳市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在刚刚结束的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
运动会上，岳阳市代表队共获得 5 枚
金牌，团体金牌数排名第三，这 5 枚
金牌中临湘市就占有 4 枚。

本报讯（通讯员 曾新元）10 月
30 日，由桃源县教育局主办、县教
师进修学校承办的小学心理健康
第二次线下研修暨送教下乡活动
在该县青林乡回族维吾尔族乡中
学举行，全县近百名小学教师参加
培训。

活动中，3 名优秀青年教师带来
了教学展示课程。 向丽老师的《欣赏

自己》、 邹伟老师的《独一无二的
我》、孙溶霞老师的《男生女生》，分
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小学心理健
康课的教法和技巧。

随后， 全体教师开展了课例点
评， 常德幼教专科学校郭铁成教授
进行了专题讲座， 深入浅出地对小
学心理健康教学作出指导， 让老师
受益匪浅。

临湘：“教体结合、打造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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