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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教师通报批评 所在校长诫勉谈话

通道整顿教师队伍不玩虚招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学武 马仁正 杨祖广）
4 月 21 日， 通道县教育局向全县各学校下发通
报， 对上班时间打牌赌钱的该县菁芜洲中学教
师李某和秦某进行通报批评， 并扣除两人本年
度 4 月份的奖励性绩效工资， 取消两人本年度
考核评优资格， 扣减该校本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相关指标分值， 对该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诫
勉谈话。 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该县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该县教育部门出台
了《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若干规定》 的文
件，并将 2010 年定为教育系统
“
德育年”。 县教
育局成立专项督查组经常深入各中小学校进行
明察暗访， 重点督查极少数教职工上班时间打
牌赌钱、上网聊天，纪律涣散、作风不实，工作不
安心、敷衍了事，不尊重学生、以各种方式随意

侮辱学生，固步自封、懒于学习、自甘落伍，斤斤
计较于个人利益、不团结合作，为教不廉、谋取
私利，衣着不整洁、言行不文明的现象。 两年来，
该县对因工作涣散，私自外出的 15 名教师做出
离职处理；对 10 名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的老师进
行口头警告，责令写出书面检讨。 县教育部门明
文规定，今后，一经发现这些违背了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的教师将予以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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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汨罗农村校长
参加教育部交流会
本报讯 （通讯员 任胜） 近日，汨罗市长
乐中学校长陈兆武受教育部邀请， 到重庆参
加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经验交流
会。 陈校长是湖南省唯一受到教育部邀请参
加此次座谈会的代表。 陈兆武校长在座谈会
上作了题为《发挥绩效考核导向作用，健全有
效分配激励机制》的发言。

湘阴城北学校
两教师赴港传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殊） 4 月中旬，湘阴
城北学校高级教师黎敏艳从香港归来。 她是
应邀到香港进行语文教学交流活动的。 之前，
该校教师甘振华受邀请， 到香港指导教师中
文教学工作。 同一所学校，两名教师受邀到香
港进行教学交流活动在我省比较少见。

洞口选编 《高三班主
任工作经验谈》专辑
4 月 19 日至 21 日， 江永县
进行以“空间与图形问题解决教
学策略研究”为主题的小学数学
优质课竞赛， 全县 110 名教师参
加观摩。 图为课堂上学生亲手操
作学具，探究旋转知识。
田如瑞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恢友） 日前，洞口县
教育局编辑整理出《高三班主任工作经验谈》
专辑。 该专辑选录 21 篇文章，剖析了高三班
主任工作的特点， 包含着高三班主任工作的
甜酸苦辣，凝聚着 21 位优秀班主任的智慧和
心血，内容丰富，给人启迪。 该县教育局副局
长袁国美同志为这本专辑热情作序。

隆回 15 家幼儿园
安全“
亮红灯”

桃江搭建教师专业成长阶梯

动态

通道“流动少年宫”
走进农村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定春 杨通政） 为推
进农村学校校外教育，丰富学生课外生活，近
日，通道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成立“流动少
年宫”。 每周定时派出专职特长培训教师到农
村学校进行美术、 音乐、 科普等课外活动指
导。
“流动少年宫”不仅为农村学校带去了先
进的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和丰富的活动内容，
更让农村孩子们大开眼界， 看到了更加宽广
的世界，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欢乐，有助于他们
的全面发展， 从而深受农村学校教师和学生
的欢迎。

大祥启动
“我承诺·我护路”
宣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唐小龙 曹远席） 邵阳
市大祥区近日启动铁路沿线中小学“我承诺·
我护路”宣传教育月活动。 教育局领导及科室
负责人、铁路派出所民警、铁路沿线学校负责
人亲自为学生讲授铁路安全知识； 各学校积
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铁路安全法律、
法规。
近年来， 我省铁路沿线中小学生因法律
意识淡薄引发的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事件时
有发生，诸如中小学生拆卸铁路器材、石击列
车、放置路障等，对铁路行车安全造成重大潜
在危险，为防患于未然，根据省、市铁护组要
求， 大祥区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工作领导小
组决定在 4 月份在全区铁路沿线中小学校开
展“
我承诺·我教育”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封学武 罗艳鲜） 桃江
县教育局、桃江县教育基金会日前印发《桃江
县县级骨干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桃江县
县级优秀班主任认定及管理办法》，在全市率
先搭建教师专业成长阶梯。
桃江是一个有着 191 所学校、7000 多名
教师、80000 多名在校学生的教育大县。 近年
来，县教育局在调研中发现，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缺乏对骨干教师的管理、考核、激励，参加
了骨干教师培训的教师大部分不能发挥作
用；全县仅 13 名特级教师、12 名益阳名师、40

名桃江名师，相对 7000 多名教师的庞大队伍
而言，比例甚小。 为此，教育局出台了两个《办
法》，完整搭建了教师专业成长阶梯。 两个《办
法》从推荐和认定、职责和权益、管理与考核
三个方面对县级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的产
生进行了规定； 在县级骨干教师 （优秀班主
任）中评选名优教师。
两个《办法》的出台，让全县每一名教师
在专业上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目标，从而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
展。

麻阳县长为城区学校“瘦身”
本报讯 （通讯员 江国忠 曾川） 近日，
麻阳县委副书记、 县长彭平安带领县政府
办、教育、国土、建设、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深入该县民族小学、 富州学校、
县幼儿园现场办公，谋划解决城区学校大班
额问题。
随后， 彭平安召开教育工作专题会议，
决定采取招商引资或融资的方式，新建一所
能容纳 1200 名幼儿的学前教育中心； 县财

政挤出资金 130 万元，用于富州学校、民族
小学、县幼儿园的改扩建及维修改造；优化
环境。 国土、建设、财政等职能部门要为学校
建设开设“绿色通道”，行政性收费只收工本
费，服务性收费按 30%收取，其它费用全免。
彭平安强调，学校建设一定要把好质量
关，必须是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加强督
查，政府督查室至少要督查 2 次，督查情况
要及时报告。

古丈破解农村教师住房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国军）“看到新房
就要建成， 我心里也越来也踏实了！ ”4 月
22 日， 古丈县高峰九年制学校教师彭承辉
—高峰九年制学校教师廉租房
特别高兴——
建设已基本完工，他很快就能迁入新房。
近年来， 为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住房
难题，该县大力实施公转房和廉租房建设。
采取政府出资一部分， 教师垫资一部分的
方式， 为需要住房的教师在校内或学校附
近建房。 2008 年，完成投资 241 万元，在罗

—临澧县太浮镇中学高级教师田育明
以学定教，顺学而导。 ——

依中学、罗依完小、河蓬九年制学校、默戎
完小、山枣九年制学校建设 43 套教师公转
住房，建筑面积达 3260 平方米。 目前，5 所
学校的无房教师已全部入住。 2009 年，该县
在建好教师“公转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
教师“廉租房”建设，完成投资近 180 万元，
首先在处于偏远高寒山区的高峰九年制学
校修建了教师“廉租房”，建筑面积达 1710
平方米。 截止目前，项目工程已基本完工，4
月底可交付使用。

本报讯 （通讯员 罗理力） 4 月 13 日至
18 日， 隆回县教育局安全工作督查组对全县
幼儿园展开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检查幼儿园
的安全管理、园内设施、食堂卫生、消防、园车
等。 对红太阳等 7 所幼儿园进行表彰， 对 15
所幼儿园的安全工作亮了“红灯”，发出限期
整改通知书。

嘉禾学生
现场挥毫壮写青春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思军） 近日，嘉禾县
教育局举办中小学生现场书画大赛， 来自全
县 42 个基层学校的 150 余名中小学生在嘉
禾一中现场作书绘画，创作作品进行比赛。
该县中小学生现场书画赛每年开展一
次，旨在培养学生书画兴趣，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 书法比赛分毛笔、硬笔两种，参赛选手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两幅命题作品。 绘画则涵
盖国画、水彩、水粉、素描、简笔画、彩笔画等
多种，学生自选立意，限时作画。 这就要求选
手不但要有很强的绘画能力， 还必须具备一
定的创新精神、想像能力。

浏阳幼儿
入园率年提高 13.7%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石自行）
日前， 记者从浏阳市幼儿教育工作会议上获
悉，该市幼儿学前入园率达到 75.8%，比去年
提高 13.7%。
据了解， 浏阳教育局已将幼儿教育发展
纳入该市基础教育的发展规划中， 成立幼教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浏阳市学前三年教育
发展规划》等制度，一年来，该市新增幼儿园
24 所，幼儿增加了 4800 人，社会对幼儿教育
的投入不断加大， 浏阳国际蒙特梭利亚大幼
儿园一次性投入就达 600 余万元， 全年用于
幼儿教育的投入近 2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