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肖大松 黄精华）
3 月 20 日，隆回县副县长张胤在县教
育局主持召开了 2020 年隆回县义务
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况专项督导
工作调度会，县财政局、人社局相关领
导及县教育局班子成员、 相关股室负
责人参加会议。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祖中
就全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
况作了汇报。 县教育局主任督学阮海

清表示将从待遇落实情况、 督促工作
落实情况认真开展自查。 县政协副主
席、 县财政局副局长欧阳振华表示将
围绕上级文件确保工作落实。

张胤指出， 一要高度重视这次专
项督导工作，要圆满完成任务；二要加
强对接，与上级和兄弟县市对接，要做
好具体工作；三要落实责任，人社局、
财政局要具体安排责任到人， 确保工
作落实到位。

“疫”路有你 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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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教师跨越千里送教材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覃业彦

“学生在家可以安心学习了，我们累
点也很值啊。 ”近日，石门县壶瓶山镇中
心学校的 7 名老师用了大约一周的时
间，跨越千里，终于把新课本一 一送到
全校 575 名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家中，弥
补了山里娃无法跟上网课进程的遗憾。

这些孩子的家分布在 21 个村，其中
不少孩子家住半山腰、山顶，有些甚至只
能通过村民们指路才能找到。

崇山峻岭间，教师们背起背篓，留下
了撒播希望的足迹，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开车+步行，送书上门
受疫情影响， 学校 2 月份网上“开

学”，老师们找来电子版教材，通过“云课
堂”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但并不是所
有学生都能享受到这一份“精神食粮”。

“学校学生大多都是爷爷奶奶带着
的留守儿童，老人一般不用智能手机，他
们没法参与网课。”壶瓶山镇中心学校副
校长张炜娅告诉记者。

3 月 4 日， 石门县教育局将新教材
送达学校后， 为了让学生第一时间拿到
教材，学校决定送书上门。除了一名学生
暂住外省采用邮寄外， 已返校值班的 6
名行管人员和 1 名教师分成 3 个小组分
片送教材上门。 确定学生家庭住址和联
系方式，按学生人数分批次打好包后，送
书小分队正式出发。

虽然近几年的脱贫攻坚， 让该镇的
乡村道路大为改善， 但很多地方依然要
靠步行。 背篓成了教师们的送书工具。

在肖晓的记忆中， 他们早上 6 点出
发，晚上 7 点回到学校。盘山公路上开车
一个多小时、 山路往返步行一个多小时
是常态，饿了就吃随身带的干粮，衣服汗
湿了靠体温慢慢“烘”干……7 天时间，7
名教师累计行程 1000 多公里。

翻山越岭，家长骑摩托车相接
3 月 6 日下午， 张炜娅和肖晓两位

年轻女教师驾车出发， 在通往大京竹的

公路上被崩塌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她们
立即下车，背起背篓爬山。

学生刘玉山和杨雨嘉家住山顶，张
炜娅和肖晓拨打其家长的电话“求助”。

“那天走了快 20 里路， 家长听说我们的
情况后，骑着摩托车一路迎接，不然还不
知道几点才能送完呢。 ”张炜娅笑着说。

五年级学生刘依晨家住离学校 50
多公里的东山峰北面一片， 是离学校最
远的一名学生，去往她家沿途会经过 50
多个学生家。 进入深山，只能步行。 为了
在背篓里多放几套课本， 张炜娅和肖晓
也顾不上重量，“真的很沉， 一套教材就
有 14、15 本书，每个人还有一些练习册。
我们尽量多放几套。 ”

3 月 12 日，听说老师给自己送教材
来了， 刘依晨一路奔跑一路大声喊道：

“谢谢老师！”就在这日，除一名被滞留在
湖北的学生外， 全校 575 名学生都用上
了新教材。

3 月 22 日，是娄底市援鄂医疗队凯旋的特殊日子，娄底市第六小学
的校领导和老师来到 7 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家中，送
来课外书籍、运动器材和玩具，进行面对面学习辅导，鼓励同学们多阅
读、勤运动。 龙赞 摄影报道

“助学上门”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廖成清 胡慧芳）

“这回装上了网络电视，含丹在家也能学
习了，真是太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了！ ”李
含丹的奶奶拉着樊桂芽的手激动地说。

3月 15日，苏仙区栖凤渡学校校长
樊桂芽带领人员为六年级学生李含丹购
买了新电视机、免费安装了电信宽带，解
决了她无法参加线上学习的大难题。

李含丹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靠
着奶奶打零工和低保补贴生活，学校在
她一年级时把她确定为资助对象。疫情
期间，她无法参加线上学习。 了解情况
后，学校立马开展助学行动。

从 3 月 7 日起，栖凤渡学校组成 5
个工作组，每天到学校周边的学生家里
进行家访，开展“助学上门”。 学校发现
有 27 名像李含丹这样的学生因没有设
备无法参加线上学习。 经多方联系，湖
南省电信郴州分公司决定为这 27 名学
生免费开通网络电视，为他们打通“停
课不停学”最后一公里。

“在教育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樊桂芽校长介绍：“助学上门活动
后，学校会对这些学生进行回访，深入
跟进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兰 杜远波）
“哔……体温异常”。近日，泸溪县第一
中学、 白沙中学等部分城区学校正在
进行红外体温测量仪的安装和调试工
作，添置了这款开学必备“神器”，彻底
解决了开学体温检测难题。

当师生进入校门时， 测温仪将立
即对多人同时进行扫描， 体温超过
37.3 摄氏度的，“神器” 就会立刻发出

警示声音， 随后工作人员将会用手持
测温枪进行二次检查。

近期，泸溪县教体局扎实做好开
学前筹备工作，投入近 70 万启动了
校园疫情防控“安全堡垒”———集成
电子设备热成像测温系统。 该批防
疫测温系统将分三个阶段陆续安装
到全县 34 所中小学校、 幼儿园，预
计在 3 月底实现校园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田元春 姚茂江)“老
师，我这里实在是忙不过来啊，二女儿冰
冰网课还没听完， 小女儿康康又要用手
机参加网上学习了。 孩子爸爸已去深圳
打工， 只有我这一台手机……”3 月 18
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新寨小学的
学生家长正在向老师电话反馈孩子线上
学习的困惑。

新寨小学在校学生 560 余人，80%都
是留守儿童。 近期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留
守儿童的父母也随着返岗大潮离开家
乡。 为解决线上学习难题，新寨小学党支
部书记姚浩与该校行政班子对相关对策
做出调整。 网课内容由线上学习过渡到
以课本学习为主； 教师进村不入户地给
留守学生布置和检查作业； 改变之前分
时段布置作业的模式……

“老师， 你们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
题。 ”18 日下午，该校党员教师分组进入
村寨时，家长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据悉，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 30 余所
中小学建立精准帮扶机制， 为留守儿童
排解线上学习的实际困难。

“云画展”致敬
抗疫英雄

本报讯（通讯员 唐敏）“我想把这
一幅画送给医生和护士，希望病毒快点
被消灭掉！”近日，永州市第一幼儿园在
微信公众号上举办了一场别样的画
展———抗击疫情线上画展，让家长和孩
子们在居家防疫的同时，拿起手中的画
笔，为祖国助力！

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用
手中的画笔描绘了一线医生抢救病人
等抗击疫情的场景，既有科普防疫小知
识，也为武汉加油打气。 孩子们用自己
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白衣天使等抗疫
英雄们的热爱和崇高敬意。

就餐隔板
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通讯员 沈雁）3 月 19 日，

株洲市芦淞区株董路小学为学校食堂
添购一批就餐隔板，48 块长约 1.5 米的
隔板拼装上桌，保证了开学后就餐能一
人一位， 为师生提供更优质的就餐环
境。

为了打赢“防疫和复学”这场战役，
近日该校制订了《株董路小学就餐管理
制度》， 规定开学后采用分散错时就餐
和隔板分离的办法。同时，实行陪餐制，
维持防疫期间的就餐秩序。

实地演练
备战开学

本报讯(通讯员 何宏光)3 月 22 日
上午，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开展疫情
防控开学应急演练活动，模拟开学后一
天的各个环节及突发应急事件时的整
个流程， 以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保障全校师生开学后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本次疫情防控演练活动摸拟学
生入校、入班复检、下课入厕和学生放
学等场景进行。

本报讯（通讯员 伍爱军 唐文）近
日， 祁阳县组织县教育局和各中小学的
百余干部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业务
培训。

培训会上，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铁牛指出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意
义， 对全县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进
行了安排。 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县监委副
主任赵作琦强调， 要以提升年活动为契
机，深刻检视问题，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

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师德
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作为“一把手”工程
来抓。 将有关文件和培训会议精神迅速
传达到位，并结合实际制定方案措施，建
立完善教师管理制度， 将师德师风整治
提升贯穿学校工作的全过程， 逐步形成
师德为先、以德育人的长效机制。

新晃：为留守儿童
排忧解难

祁阳：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校园

泸溪：安装开学防疫“神器”

隆回:落实教师工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