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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家权） 近日，从天津

传来喜讯，新晃县职业中专学校选送的“民族

服饰”项目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民族地区职业

院校学生才艺展示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喜获金奖。

近年来，新晃县积极拓宽教育渠道，充分

挖掘教育资源， 全方位发展民族教育。 2010

年投资 50 万元在县职业中专开办民族艺术

班，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挖掘侗民族文化，大力

培养民族艺术人才，发展民族特色教育。县职

业中专根据侗族特点，开设侗民族服饰设计、

侗族大歌演唱、侗族民间剪纸等艺术课程，聘

请专业教师精心教学， 着力培养侗族学生的

职业才艺表演和职业技能。这次选送的“民族

服饰”、“侗族大歌”、“剪纸” 三个比赛项目经

过层层评选， 获得代表湖南省参加国家级比

赛资格。 6 月 22 日，该校组织 16 名学生赴津

参赛，结果“民族服饰”获金奖，“侗族大歌”获

银奖，“剪纸”获铜奖。 26 日晚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观看以“永远跟党走”为

主题的民族地区学生才艺展示歌舞晚会时，

高度赞扬了具有侗族独特音乐特点的侗族大

歌，说侗族大歌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与

演员合影留念。

全国职校才艺赛新晃获金

儿童数字电影

《生如夏花》在长沙开机

本报讯（记者 李翔龙 实习记者 刘研）

6 月 30 日，儿童数字电影《生如夏花》在湖南

教育电视台举行了隆重的开机新闻发布会。

� � � �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农村孩子和两个城

市孩子的友情。 两个孩子有着不同的家庭背

景，教育方式也不同，最后他们融合并建立起

了真挚纯洁的友谊。这些孩子身上所体现的特

征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故事情节引人深

思。 夏天的花和春花不同，夏天的花有浓烈的

生命之力。 《生如夏花》 是一部公益性的电

影。 是由长沙市三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

沙鼎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湖南教育电视台

联合拍摄制作的。

7 月 2 日， 隆回县教

职工太极拳比赛在县一中

体育馆举行。 33 个乡镇、

县直学校的 1100 余名选

手参加了比赛。 教职工身

着宽松耀眼的运动衫，千

人同步，心神合一，场面蔚

为壮观。

罗理力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蒋佩健） 6 月 25 日、

26日，东安县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巡回

报告会分别在东安一中和耀祥中学举行，全

县 4600 多名教师和县教育局全体机关干部

参加了报告会。

为了大力弘扬优秀教师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掀起“爱职业、

爱学生、爱学校”的“三爱”行动，东安教育局

精心组织了这次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巡回报告会。

长沙四大名校

最低录取线为 4A2B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7 月 2 日，长沙

城区中考成绩揭晓，合格率达到 90.51%。 今年

长沙城区有初中毕业生 23966 人，除对口直升

生 233人外，共有 23733人参考。据统计，全市

初中毕业生学业成绩一次性合格率达到

90.51%，6A人数达 1893人。

高中录取分批次按志愿进行，录取的依据

是考生的学业考试等第、综合素质评定等第以

及考生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四大名校”预计

今年公费线文化等级为 6A。

另外，市教育局中招办根据“指标到校、择

优录取”的原则，确定了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

线，分别划定为：长沙市一中、师大附中、长郡

中学、雅礼中学为 4A2B；明德中学、周南中学、

田家炳实验中学为 2A4B； 其它省示范高中为

6B。 凡录取为指标生的学生，网上所填志愿无

效。

长沙近 2万学生派入初中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7月 3 日，长沙

市 2011 年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六区联合微机

派位结束，19375 名小学毕业生顺利地随机

升入初中。

今年长沙市小学毕业生升入公办初中

按照“相对就近、免试入学、指标到校、微机

派位”的原则进行；升入民办学校、子弟学校

以及部分公办寄宿制学校按照“自愿报名、

免试入学、限报一校、微机派位”的原则进

行。 据统计，今年长沙市城区共有小学毕业

生 25656 人，其中公办特色学校提前招收特

长生，子弟学校、民办学校自主招生共 6281

人，今年城区实际派位总数 19375人。

按政策规定， 除长沙市外国语学校、雨

花区外国语学校、岳麓区外国语学校等公办

特色学校提前招收特长生外， 民办学校、子

弟学校招生计划的 60%实行自主招生，40%

通过微机派位进行。

吉首给教师布置暑假作业

本报讯 （通讯员 龙家治） “今年暑

假，我校有多名教师培训达到两项以上。 ”7

月 1 日，在吉首市第一小学，教科室彭立新

主任说。 这是该市教育局为全市教师布置的

特殊“暑假作业”。

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提升教师理论

水平，吉首市教育局利用暑期时间，对全

市学校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学科教师、新

进教师等不同层次的教师队伍，对口组织

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 届时，市教育局将

组织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对假期培训工

作进行抽查与考核，其结果直接作为教师

职务聘任、晋级、评先评优、绩效考核的重

要依据。

东安举行大型师德

报告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同民） 暑假将至，

部分学校教师“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现

象有所抬头。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严查教师假期“三乱”以及有偿家教家养现

象，提升教育形象，6月 30日下午，辰溪县教

育局组织召开了局领导、城区及直属学校校

长、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会议，对相关工作进

行了周密部署安排。 各联片领导 7月 1日下

到县内各校进行了专项督查。

会议规定， 各学校不得违规开办重点

班、特长班等班级，严禁组织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补课，不得为社会力量办学或个人

组织的收费补课行为提供场所、师资。 在

职教师不得有偿兼课，假期不得“乱办班、

乱补课、乱收费”，严禁教师有偿家教家养

行为。 各校要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和有偿

家教家养行为制定相应管理办法，并加强

考核。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永中） 暑假期间，

洞口县教育局将在全县教师队伍中大力开

展“五查五看”活动，以进一步提升师德，评

选新一批师德标兵。

“五查五看”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一查师

表规范， 看言行举止是否符合教师身份；二

查敬业精神，看备课、上课、辅导学生、批改

作业是否细致到位；三查工作作风，看思想

表现、工作态度是否健康积极；四查服务质

量，看是否存在不尊重学生、体罚或变相体

罚学生等违法乱纪行为； 五查廉洁从教，看

是否存在推销教辅资料、向学生或家长索取

礼物、办班收费、买卖生源等为教不廉、以教

谋私现象。

该教育局要求每个教师填写“五查五

看”自查表，并写下整改方案。 教师的整改方

案要存入各校教师师德档案，作为教师绩效

考核、职务评聘和评先争优的重要依据。

洞口暑期“五查五看”

提升师德

本报讯 （通讯员 易振华 李碧容） 为

进一步规范民办幼儿园的管理，提高民办幼

儿园的办学水平，6月 26日， 洪江市教育局

对全市 15 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幼师、保育

员进行了培训，重点强调了幼儿园的安全工

作和园务管理。

近年来，洪江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发展学前

教育，“十一五”期间建立健全了幼儿园年检制

度和评估体系，年初制定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 与此同时，洪江市教育局还加大了对民

办幼儿园的监管力度，今年下半年将会同相关

部门对各民办幼儿园的安全工作及收费问题

进行专项督查，积极启动洪江市示范性民办幼

儿园的评选工作，并拟在明年对民办幼儿园的

教师进行业务考试，全面提高各民办幼儿园的

办学水平和幼师的业务能力。

洪江市规范

民办幼儿园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魏宏齐）6 月 26 日是

填报高考志愿的第一天。 当天，前往各中学

填报志愿的考生和家长，都在校园里醒目的

地方看到一张“致全县高考学生家长的一封

信”。 信中明确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利用

子女升学之机操办“升学宴”。

公开信明确告知家长不能借子女升学

请客收礼，自觉抵制低俗世风，不给子女纯

洁的心灵带来负面影响。要求凡是国家公职

人员的考生家长，必须遵守《龙山县严格规

范国家公职人员操办人情宴请事宜的规

定》，若违规操办升学宴，一经查实，所收礼

金（礼品）全额收缴财政，且年终考核确定为

“不称职”或“不合格”，担任领导职务的按干

部管理权限予以免职并按有关规定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对于顶风违纪、弄虚作假、欺骗

组织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国家公职人员，

从严从重查处。

龙山为升学宴

打预防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