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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今年发放
助学金 298万

本报讯（通讯员 李观飞）“感谢政府的助
学扶贫政策。 ”近日，嘉禾县普满乡板山村的
建档立卡户雷跃生感激地告诉笔者。2019 年，
雷跃生的女儿雷嘉艳考上了嘉禾县第一中
学，正当雷跃生为高中学费发愁时，驻板山村
的扶贫干部为他申请了助学金并免除了部分
高中学费。

据了解，嘉禾县以教育精准扶贫为抓手，
按照精准对象、精准目标、精准保障的要求，
开展了一系列教育精准扶贫助学工作，2018
年以来， 该县每年发放各类教育扶贫助学和
免学费资金 660 万元以上， 受益贫困学生达
到 8000 人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750
万元，帮助 180 名建档立卡大学生圆梦校园，
2020 年春季，该县已发放助学资金 298 万元，
受益学生 3200 多名。

同时， 嘉禾县对全县的疑似失学辍学学
生实行三帮一劝学工作责任制， 建立镇村校
生四级联络体系， 实现了对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资助全覆盖、辍学问题清零的目标。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可是读
书不该只在这一天。 在疫情时期，临
武县各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别样
“阅读”， 动员师生点燃读书激情，把
每一天当作读书日， 与书为友， 让阅
读成为习惯， 让翰墨丰盈家庭， 让书
香浸润人生。

云上打卡，阅读“小红花”别样红
按上级教育部门统一部署，临武县

小学、幼儿园均延迟至 4 月 27 日复学。
为确保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临武县
贝溪小学四年级 87 班班主任张耀玲很
早就在云课堂里发起了“十岁那年”阅
读打卡活动，鼓励班上的孩子每天坚持
阅读半小时，并以读书卡、手抄报或读
书视频的方式在班级群里打卡，每打卡
一次就能获得一朵“小红花”。

4 月 23 日， 张耀玲借“世界读书
日”的契机，在班级群里组织了一次分
享活动，让大家把阅读成果在班级群展
示，并对前段时间全班学生的阅读打卡
活动进行小结， 对连续打卡 14 天以上

的学生给予表扬和鼓励。孩子们看着自
己获得的“小红花”，纷纷表示要将“云
上打卡”进行到底。

“阅读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一
本好书也许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张耀
玲说。

返校复学，阅览室按下“启动键”
“阅读课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了

……”临武六中 1704 班的李宇轩依依
不舍地把手中的图书放回了书架上。

自 4 月 20 日临武六中全面开学
复课以来， 闭门多日的校内图书馆和
书店也正式开门“迎客”了。 据该校初
一年级老师肖中月介绍， 学校为了培
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同时避免学生不
必要的集体聚集， 本学期每班、 每周
均单独安排了一节阅读课， 由老师带
队进入指定阅览室， 排队借阅， 自主
阅读。

阅览室因为孩子们的到来，一改往
日的安静。 孩子们认真阅读的情景，也
构成了复学季一道最美的校园风景。

家校合力，阅读“倡议书”出效应
“我已阅读完《骆驼祥子》等多本课

外书籍， 写作文 16 篇， 字数超过了 1
万。 ”临武县三中 1915 班的文婧涵在该
校“学习达人”的展示平台上这样分享
她的近期阅读“收获”。

在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临武县三中向全体学子发出《读书吧，
少年！》读书活动月倡议书。号召每一名
学子把坚持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动
员每一名家长与孩子共享好书， 构建

“书香家庭”。
同时，临武县三中还积极筹备组织

该校第七届“阅读经典文化，建设书香
校园”主题读书节活动，让学生、老师、
家长三位一体参与其中。

“以前每个假期我都会带孩子出门
旅游，但今年无法出门，阅读就成了我
陪伴孩子的最好方式。‘超长假期’，我
陪着孩子读完了 20 多本课外读物。 ”谈
及个中体会，临武县三中的学生家长胡
跃华脸上堆满了笑容。

临武：“别样”阅读书香浓
通讯员 李赟 蒋淑芬

萌娃“归园”

“开学啦！ 终于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了！ ”4 月 27 日上午，郴州
市北湖区的 2 万余名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开心地回归幼儿园了。 图
为郴州市北湖区第一幼儿园的老师给幼儿讲解防疫知识。

廖仁东 摄影报道

零陵区：
消除 583个大班额

本报讯(通讯员 胡纯亮 杨赟)“一二
年级每班 45 名学生，三四五六年级每班
55 名学生。”4 月 23 日，笔者从永州市零
陵区教育部门获悉，目前，该区中小学校
各年级已全面复课，全为标准班。截至目
前，零陵区 583 个大班额全部清零，在永
州市率先实现大班额清零。

近年来，零陵区将“消除大班额”工
作做为一号“民生工程”来抓，全力加快

“学在零陵”品牌建设。 “一个项目、一
名区级领导挂帅、一名校长现场负责;一
季一考核， 一月一调度， 一周一督查通
报。 ”零陵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位建设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全力
配合，高规格推进学位建设。 2019 年，该
区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真抓实干，
效果明显，获省政府表扬。

新邵：绷紧“安全弦”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纪新 刘艳）4 月

21 日，2020 年新邵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会在该县委小礼堂举行。 会议分析了当
前校园、校车安全管理面临的特殊形势，
研究部署了下阶段校园、 校车安全管理
工作，表彰了 2019 年度校车管理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

会议指出， 在疫情防控成果进一步
巩固、 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的关键时
期， 校车运行安全检查和复学防疫等工
作十分重要。

在培训环节， 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
型事故案例， 深刻揭示文明驾驶对校车
安全的重要性。 同时围绕交通安全知识
和法律法规，阐述超员、超速、疲劳驾驶、
争道、 抢道和随意变更车道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

（上接 01 版①）
树立标杆，

每个县区明确 2 个以上示范点
为强化师德师风建设示范引领，永

州市教育局创新举措， 明确映山小学、
梅湾小学、滨江小学、徐家井小学为永
州市首批师德师风建设示范点，分别派
出指导组督促建设事宜。

因此，永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李
正华多了一重身份———映山小学师德
师风示范点指导组组长。

“你对学校师德师风的总体评价是
什么？ 学校教职工在师德师风方面表
现好的有哪些人？ 不好的有哪些人、哪
些事……”4 月 24 日，李正华来到映山
小学，与学校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教
师代表谈心谈话， 了解并测评学校和
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并就发现的
问题进行督促整改落实。 这是他第三
次来到该校指导工作，平时，他也会在

学校工作群、班级群内实时互动，掌握
一手资料。

根据整体实施方案，永州市各县区
（管理区） 也明确了建设 2 个以上的示
范点。目前，在指导组的督查指导下，示
范点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三蓝学校
示范点，校园内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师
德师风宣传标语、教学大楼布置廉洁文
化宣传栏和展板，教师们争相向身边的
优秀教师学习。

各学校还建立了校级领导和中层
干部联班制，指导所联系的年级、班级
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强化学习，拉直师德教育准绳
“教师们工作积极性提高，好教师不

断涌现， 校园风气越来越好……”4 月
28 日，映山小学教师张华如是说。

据悉，为了让广大教师在教育过程
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州市教育

局将师德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培训项目，
作为市培、县培和校培的必修内容。 同
时，不定期开展培训，提升教师的廉洁
从教、依法从教等意识。

4 月 2 日晚，永州市教育局联合市
教师发展中心推出“永州市万名教师师
德修养”网络直播系列培训活动，邀请
权威专家、一线名师在线授课，该市 5
万余名老师通过网络课堂研修如何筑
牢师魂、当受喜爱的老师。

开学复课后，每周开展的教职工例
会等日常管理会议成为了培训主场，各
校教师通过会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教师法》《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资料，拉直
师德教育准绳。 按规定，每次的学习时
间不少于半小时。

张建坤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开展
执纪督查，确保全市师德师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扎实有效。 ”

（上接 01 版②）
电话那头是一名老奶奶，她告诉屈

辉，自己的孙女小婉（化名）性格内向，
疫情期间，在家中经常默默流泪，也不
与人沟通，她很担心。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又是衡
阳市甘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心理咨询
室特聘教师，屈辉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
经验。 她深知，要改变小婉封闭自我的
现状，必须先让她接受自己。

她了解到，小婉学了剪纸手艺来补
贴家用。 而“轴对称图形”课后有节综合
实践课———“奇妙的剪纸”，屈辉利用“云
班会”展示小婉的剪纸作品，同学们纷纷
为她点赞，小婉与同学之间的距离拉近
了。“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你要多体
谅奶奶，有什么事情要和她沟通。 ”在屈
辉的劝说下，小婉终于敞开了心扉，和奶
奶说起了心中的秘密。

疫情期间，长期居家加剧了学生的
焦虑和不安。 为此，屈辉及她的团队面
向衡阳市所有家长，专门开发了“让阳
光照进来”亲子心育课程，并开通了 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引导 3600 户家庭制
定了家庭作息时间表和亲子阅读计划，
接受心理咨询近 1 万人次。

设计、录制 HPM 课程，提供心理健
康咨询服务，近三个月，屈辉几乎没睡
过一个好觉。 70 多岁的母亲曾问她：“上
级也没要求你做这些，为什么对自己要
求这么严格呢？ ”“这是我的工作，做好
工作是我的职责。 ”说这话时，屈辉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