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峰：聚焦课堂
绽放异彩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民 佘国武）
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 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打造优质高效课堂，5 月 15
日， 双峰县召开了课改样板建设学校
2020 年度课改推进会。 9 所课改样板
建设学校的校长和课改负责人、 县教
研室行政人员和全体教研员参加了会
议。

推进会上，9 所课改样板建设学校
先后作了发言， 总结三年来课改取得的
成绩，找出了课改中存在的问题，并以问
题为导向， 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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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学长学姐团”讲述追梦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周杏 廖维 丁海

燕）5 月 18 日，“穿越疫情 播种希望 扶
志扶智助扶贫”平江县优秀大学生走进
中学系列宣讲交流活动在平江县长寿
镇桂桥中学圆满收官。 桂桥中学 400 余
名中学生在现场聆听了 “最强学长学
姐团”的演讲。

当天的演讲中，“最强学长学姐团”
为家乡的“学弟学妹们”带来了自己的
逐梦故事。 来自南京大学的张健红从
自己也是一名留守儿童切入， 用现身
说法的形式讲述了留守儿童只要养成
好习惯，成功就大有可能；来自中国人
民大学的张晓雅从农村中学最难啃的
英语学科切入， 将自己求学历程中英

语方面的学习经验倾囊相授， 给在场
同学进一步学好英语提供了宝贵方
法； 来自清华大学的张玍从自己也是
偏远山区村落的贫困学子切入， 讲述
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鱼跃龙门， 走向
不一样人生……这些平江的优秀大学
生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 鼓励大家
树立目标，勇敢追梦。

该活动历时 22 天， 在平江县的 22
所中学开展了 23 场活动， 以农村中学
为主。“最强学长学姐团”的 70 余名成
员都是平江籍在读大学生，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几十所
高校，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 他们都因疫情原因未能返

校， 于是决定组织这样的系列活动，并
先后和当地 2 万余名中学生面对面交
流， 展示了当代大学生们的使命与担
当。

直接参与活动的平江县副县长潘
如意表示，“这些大学生都是平江走出
去的孩子， 他们有的家庭也特别贫困，
但是正因为他们在求学期间有志向、有
方法， 所以他们才有了现在的美好前
程。 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中学，让我们
的中学生学得到、学得会。 这样的活动
为孩子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外面更为
广阔的世界，同时也点燃了孩子内心的
那一片火焰，让农村的孩子，特别是留
守儿童，能够受到正面的影响。 ”

本报讯（记者 曾玺凡）5 月 19 日，
长沙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
绍市内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记者了解
到，长沙城区小学升初中联合微机派位
时间安排在 7 月 4 日，8 月中旬进行初
中、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望城区高中招生纳入城区统一管理

2020 年， 长沙市小学毕业生人数
为 93354 人,全市初中毕业生 84963 人,
与去年相比， 城区小学毕业生约增加
1500 人， 城区初中毕业生约增加 1350
人。记者注意到，望城区自 2020 年起高
中招生纳入城区统一管理，今年望城区
初中毕业生 5564 人。

同时，从 2020 年开始，长沙市全面
取消义务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初中学
校（含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原体育、艺
术、科技等各类特长生招生项目全部取
消，不再安排相应招生计划。

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实行超员摇号
全面推进民办学校招生微机派位

录取。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
办初中学校， 实行微机派位随机录取；
对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的，在接收
全部报名学生后，富余学位面向全市征
集志愿， 征集志愿数大于富余学位数
的，实行微机派位随机录取。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主要接收本地
生源，不得跨市州招生。 民办小学招生
纳入属地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管理。

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女入学享受
政策优待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落实
保护关心爱护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各项政策的具体措施》精神，对获得表
彰的援鄂及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其子女限在
2020 年招生录取时享受优待政策。

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可在其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住房周边，按照相对就
近原则，安排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公办学
校就读，不能跨行政区域择校；在高中
学校招生录取时，可享受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

长沙：中小学
招生入学新政公布

穿越时空的寻根之旅

近日，为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临武县作家协会与临武教育系
统联合开展了“临武历史进校园”系列活动，宣传本土历史，传承本土文化。
临武县作家协会有关人员表示，“临武历史进校园”活动将成为常态，向全
县推广，为孩子开启穿越时空的寻根之旅。

李赟 摄影报道

浏阳：5.5万名
萌娃“回笼”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姣 潘志强)热成
像体温检测、手部消毒、摘口罩、做晨检
……5 月 11 日清晨， 在浏阳市机关幼儿
园错峰入园的专设通道内， 孩子们排着
队伍，踩着地上的小脚印，以“闯关游戏”
的方式完成入园的“规定动作”。

“我们把疫情防控中需要孩子们完
成的事，设计成闯关游戏，完成就给予
奖励。 不用老师督促，孩子们都会主动
去做好。 ”浏阳市机关幼儿园园长罗姣
说。

5 月 11 日至 15 日， 浏阳市幼儿园
已经陆续开园复课。 目前，全市 483 所
幼儿园已全部顺利开园，55955 名幼儿
结束“超长假期”，开始了新学期。

双牌：高考体检
顺利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盘海军 张斌）5 月
18 日，双牌县参加 2020 年高考学生体检
工作结束，来自双牌二中、双牌职中、高
复学校的 1047 名高三学生和 38 名社会
考生顺利完成体检。

体检工作自 5 月 15 日起逐校展开，
由于宣传到位，措施得当，组织细致，体
检现场学生佩戴口罩自觉保持安全距
离，排队等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整
个体检错峰开展，十分顺利。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蒋泽
民）5 月 16 日，道县召开“国培计划
（2020）” 项目县工作实施动员会暨
“国培计划（2019）”项目县实施工作
表彰会，标志着道县 2020 年“国培
计划”正式拉开帷幕。

会议充分肯定了 2019 年“国培
计划”项目县工作实施取得的成绩，
表彰了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优秀
个人，并就 2020 年国培项目县的教
师工作坊及送教下乡工作进行了部

署。
会议要求， 进一步加强项目管

理，不断改进教师培训内容，精心组
织实施，切实做好教学、管理和服务
工作，将基地校办好、办实、办成精
品，提高全县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专业水平和整体素质， 积极探索教
师有效培训的新模式， 提升实施农
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确保实施“国培计划”培训质量，
全面开启道县教育新征程。

道县：拉开“国培计划”大幕
华容：启动阳光

招生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菊涛 李祥)“我

们要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特别是招生
政策的变化，要及早让家长清楚，取得
家长、群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5 月
15 日，华容县教育体育局召开 2019 年
度学校教育工作千分制考核总结表彰
暨 2020 年阳光招生工作会。

会上， 详细解读了 2020 年阳光招
生工作方案， 宣读了 2019 年度教育工
作、安全工作、职校招生工作表彰通报，
并就教育督导、阳光招生等工作进行了
强调。 各招生校、生源校校长递交了阳
光招生工作承诺书。

“对招生过程中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 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个人严办快查、
绝不手软。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龚成明要求，要切实把住招生
关口，严控招生计划，严守招生程序，严
格做到阳光透明，实现招生政策、招生
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
录取结果、违规处理等信息全面公开。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晖 何苑）近
日， 永州市零陵区教师进修学校在
全区范围内线上开展中小学教师
“修身立德”和“中华传统文化”专项
培训活动。

此次培训受到了教师们的欢
迎，参训教师达到 1700 余人。 广

大参训教师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从中汲取自身发展力量，为自
身人文素养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
础。 同时， 通过修身立德学习，
强化自身师德师风修养， 提升自
我心理调适能力， 提升自身职业
形象。

零陵区：开展线上教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