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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大力优化
教育生态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 唐建国
唐文）“电视片中的一个个问题、 一幅
幅画面，呈现了学校管理上的缺失，彰
显了少数教育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
日前，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祁阳县教育局采取“电视
问政”的方式，刀刃向内，狠抓队伍行
风作风建设，大力优化教育生态。

今年秋季开学伊始， 该县教育局
联合县纪委监委， 抽调 20 余名人员，
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和全程摄像的方式，直
奔基层、现场，对全县教育系统干部职
工行风作风进行全面地毯式督查。 将
检查中发现的工作纪律、 校园安全等
七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部剪辑制作
成近一个小时的电视专题片。同时，召
开整改交办工作会， 组织管理干部及
中小学校长集中观看专题片， 认真讨
论反思，逐一交办限期整改到位，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今年以来， 已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6 人，政务处分 1 人，诫勉谈话 9 人，
扣除奖励性绩效工资 23 人，追缴违规
资金 17.36 万元， 清退违规资金 1.58
万元。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
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
的歌声里……” 长沙市长郡
中学国际部的外教 John 字
正腔圆地唱起《我的歌声里》
时， 赢得在场 300 余位英语
老师的阵阵掌声。 12 月 20
日，和 John 一样有着十八般
武艺的长沙外籍教师们来到长郡双语
实验中学， 参加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
长郡中学国际部承办的第三届长沙市
外籍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决赛
阶段的比拼。

作为长沙市外籍教师岗位练兵的
重要平台之一， 来自市内 16 所学校的
29 名外籍教师参加了预赛。 经过初选，
12 名教师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按序号轮
番上台竞技， 每名外教均有 10 分钟进
行片段教学及与学生互动，评委按照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

法、教师素养、教学效果（课堂生成性）
等标准进行综合评分。

长沙市雅礼中学的外教 Jac� Quinn
第一个登台，尽管耳麦中不时会传出他
因紧张而略显粗重的喘息声，但他抖出
的一个个包袱却让现场课堂气氛一下
子就活跃起来。

5 号选手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的外教 Kirsten 在结束课堂展示后，长舒
了一口气， 为了这堂 10 分钟的《Pizza!
Pizza!》，她足足准备了两个月，来自美国
的她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大学一毕

业便背起行囊来中国找
工作，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实现中美文化的和谐交
流。“看到这群可爱的学
生，我很愿意把我所知道
的、了解的英语世界教给
他们。 ”Kirsten 说。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
长邓芸在讲话中介绍：“长沙市教育局
高度重视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工作，
2019 年共组织对外交流 160 多次，接待
国（境）外来访 300 次，接待外宾 3556
人； 组织 23 名教育管理人员赴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开展为期 21 天的培训；派
出 12 名教师到国外交流学习， 为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提高长沙教育国
际化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

最终 ，Jac� Quinn、Kirsten� Michelle�
Groen、Elena� Gorbacheva 等五名外籍教
师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

还原“本味”
———长沙市外籍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展示活动侧记

见习记者 曾玺凡

人机对话

为提升学生英语口语运用能力， 新邵县教育局在今年 3 月对相关人
员进行了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考试培训，并决定对陈家坊镇中学开展 “人
机对话口语测试”的试点工作。12 月 18 日至 19 日，该校初一、初二 500 名
学生进行英语口语测试。 据悉， 本次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考试分为朗读短
文、情景对话、口语表达 3 种题型。

刘纪新 钟卫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文雄 )日前，
在湖南省 2019 年市州、县市区党委和
政府脱贫工作实地考核中，汝城县教
育扶贫实地考核高分通过，得到了考
核组的肯定。

近年来，汝城县以高站位的要求、
大教育的视野和负责任的态度把着力
点放在务实帮扶上。

“校校结对子”帮扶，弥补薄弱学
校短板。 汝城县充分发挥义务教育阶
段龙头学校的资源优势，通过全县学
校合理划片、城乡搭配、强弱结合，建
立学校发展联合体和城乡教研共同
体，实行教研教学、课程资源等一体化
管理，以强引弱，以优促劣，以点带面，
让城乡教育发展更趋公平、更加均衡。

“师师结对子”帮扶，促进青年教
师成长。 汝城县在实施“名师工作室”
的基础上，实行名师与青年教师结对
子，经验丰富的教师至少结对一名新
进教师，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帮扶，以
最快速度促进新进教师迅速成长。

“师生结对子”帮扶，关爱贫困学
生。 汝城县以乡镇村组、学校为单位，

对全县所有 6-17 周岁未成年人的就
读情况进行上门摸底调查， 并造册登
记。 同时，还建立了《汝城县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跟踪关爱卡》，实行“一
人一卡”跟踪帮扶、跟踪管理，做到“一
个都不能少”。

开展“三帮一”劝返复学行动。 汝
城县要求对每一个可能辍学、 失学的
学生均明确一名教师、 一名乡镇村干
部、一名家长或监护人进行帮扶，逐一
对可能辍学学生进行劝学。同时，该县
对建立的控辍保学工作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劝返一个销号一个。 这样一来，
贫困学生有人跟踪、有人关爱，控辍保
学效果明显。

实现全员全方位帮扶， 严格落实
扶贫助学政策。 汝城县整合各级扶贫
资金， 实现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全覆盖。 2019 年，全县资助困
难学生 27663 人次，发放资助金 2226
万元；另外，该县还继续实施了县内高
中免学费政策。 从 2016 年以来，该县
未发生一例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因贫失
学、辍学的现象。

汝城：精准务实做好教育扶贫

邵阳市：
“民族团结一家亲”

本报讯(通讯员 付红梅)� 12 月 14
日，邵阳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刘毅一行 12 人赴新疆鄯善县第一中
学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子暨慰
问援疆教师活动， 并给援疆教师送来
了慰问金。

刘毅一行了解了鄯善县第一中学
的办学条件，并召开了座谈会。 会上，
邵阳援疆教师组长、 鄯善一中挂职副
校长付红梅就一年多来援疆教师的思
想、生活、教学教研、民族团结等方面
开展的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

本报讯（通讯员 杨源华） 近日，
道县被湖南省教育厅确定为“湖南省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市、区）”。

近年来，道县高度重视教育信息
化建设工作， 积极开展教育信息技
术攻坚克难行动， 为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含教学点）打通了网络，全县
75 所中小学校配备了班班通、 电脑
室、多媒体室，建设了校园网，实现
了“光纤到校”“宽带网络校校通”
“优质资源班班通”的目标；全县 320
所村片小教学点配备了多媒体设
备，同时，开展教育信息化能力提升
全员培训，实现“硬件建设、制度建
设、教师培训、普及应用”四同步，使
现代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现代教育
技术装备得到全面完善， 现代教育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现代教育教学
手段得到广泛普及， 为全面提高道
县教育质量夯实基础。

泸溪:着力打造
“精品村小”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常）12 月 24

日，笔者来到距离泸溪县城 8 公里的辛
女溪教学点。 56 岁的印刚生是该校唯
一的教师，在此工作已有 36 年。“学校
校舍、篮球场全是新的，连锅碗都配发
了。 ”印刚生幸福地说。

辛女溪教学点， 现开设一个教学
班，学生 5 人。 2014 年以来，该县教体
局投入资金 27 万元，按照“村小 30 个
一”标准对辛女溪教学点全面重建。

近年来， 该校按照泸溪“村小 18
条”要求，加强内部管理，落实教学常
规，开齐开足课程，狠抓教学质量，开展
阅读行动，实施走教机制，落实封闭管
理，教育教学条件、育人环境不断得到
改善， 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效果显著，打
造了“办学规范、基础扎实、特色鲜明、
社会满意”的村小形象，促进了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

道县：获批“湖南省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

石门：智慧教育
“遍地开花”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张军）12

月 13 日， 石门县 2019 年智慧教育推
进会在石门县教育局机关大楼会议室
召开。 大会表彰“双师课堂”教学比武、
智慧教育师训、 微课制作大赛等先进
单位和个人， 为全县推进智慧教育的
“热度”再增温。

据悉，该县敢于借力推进“智慧教
育”。 石门思源实验学校“领头”试点，
由言爱基金出资 500 万元， 石门县政
府投入 770 万元， 与北京四中网校合
作三年，共建“智慧校园”，强力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促进教
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 全县 1050
名农村初中教师接受智慧教育培训，
校长带头上“下水示范课”，教育局随
机督导和综合考评， 促使全体教师利
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海量教学资
源，广泛开展“双师教学”。 课堂上，不
仅任课教师讲，也借助资源平台请“网
络”老师讲，学生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 全县 31 所初中学校全面实施
“双师教学”，翻转课堂、双师课堂在全
县“遍地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