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马卓 肖大松） 日前，
隆回县南岳庙石蒜小学老师陈玲，六都寨镇
中心小学老师刘仁杰、宁素等，高兴地从县
教育局局长手中接过慰问金和礼品。他们表
示：将继续扎根基层，为山区教育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

为解决边远山区师资紧缺的困境，隆回
积极招募教师到偏远贫困学校无偿支教。
2011 年 3 月以来，深圳“募师支教”爱心联
盟共为隆回县招募了 62名教师。

“募师支教”情系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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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娅） 近日，湖南师范
大学公布 2013年自主招生简章， 今年该校
自主招生面扩大到湖南、江西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进行试点，录取计划数为招生总规模的
5%左右。

今年湖南师范大学自主选拔录取报名
采取“优质生源基地”中学推荐和个人自荐
两种方式。 网上报名时间为 1 月 15 日—2
月 5 日，报名系统地址为（http://zzzs.hunnu.
edu.cn）。 学校最终以邮寄或送达的纸质报
名材料为准，截止日期为 2月 20日。湖南师
范大学将组织专家对考生的材料进行初审，
确定参加测试的考生名单， 同时于 2 月 27
日在自主选拔录取报名系统中公布。测试时
间为 3 月 2 日至 3 月 3 日， 包括笔试和面
试。 文史类考生考核科目为语文；理工类考
生考核科目为数学。面试内容主要为特长展
示和综合知识分析与应用等方面。学校将根
据考生测试成绩划定合格线，发放合格证。

据悉，高考总分达到当地本科一批文史
类或理工类最低控制分数线，取得该校自主
选拔录取合格证且在自主招生志愿栏中填
报志愿的考生，学校将予以录取。 对高考投
档成绩达到该校当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可
加 5分参加专业志愿录取。专业不服从调剂
者，作退档处理。

其他相关信息考生可登陆湖南师范大学
招生信息网（http://zsb.hunnu.edu.cn）查看。

艺术类专业统考合格线已确定

本报讯（通讯员 方勇兵） 近日，桂东县交
警、运管、教育等多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超员、超速、无牌无证以及不符合安全技术标
准车辆作为学生接送车辆上路行驶。

近年来，学生乘车安全一直受到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多次组织县各相关部门对学生
乘车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严格检验驾驶人
员资质、车况、车辆运乘状况；并在主要路口设
点执法，普及乘车安全知识。

桂东全力整治
学生接送车辆

本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雷） 1
月 22日，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全省 2013年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考生成绩和统
考合格线，各专业类统考合格线均为 150分。 考
生即日起可通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
hneeb.cn)， 或声讯台 16885128 以及人工台
1607160查询本人成绩；移动、电信 C 网、电信
小灵通用户可通过发送“CJYS＃”加“考生号后
10位”到 1062899261查询；联通用户可通过发
送“GKCJ＃”加“考生号后 10位”到 1062899261

查询。 取得合格资格的考生名单已在“湖南招生
考试信息港”上公布,不另行给考生发放艺术类
统考合格证。

根据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规定，省属高
校所有艺术类专业、 在湘部属院校美术类专
业、省外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省外
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除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省外公办二
本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指以素描、色彩、
速写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美术类专业） 以及

其他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 2013年设点组织校
考条件的高校在湘招生录取时， 直接使用省
统考相关专业成绩， 招生学校不得组织湖南
考生参加校考。 上述高校（专业）以外的，可在
我省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 也可直
接使用省统考成绩。

今年省外高校在湘设点组织艺术类专业校
考的相关安排已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上公
布。 取得艺术统考合格资格的考生，可以登录该
网站参加校考报名。

青春，在大山深处绽放

元月 7 日， 我们相约去采访天水村小
学老师刘春红。 天下着小雨，车一路颠簸，
好不容易才找到进山的路口，小车拐了好
几道弯，终于见到了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天
水村小学。

约二十分钟，朴素大方的刘春红从教室
里出来，她习惯性地拍了拍身上的粉尘。“大
家辛苦了，喝杯热茶吧。 ”这时，一个小女孩
怯生生地站在办公室门口：“老师，我鞋子湿
了。”“不好意思，你们先坐坐，我去去就来。”
她转身抱起小女孩就往房间里跑。

天水村小学是岘山乡最偏远的山区村
办小学， 很多年轻教师都不愿来这里任教，
师资严重不足。 1996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刘
春红毅然接过父亲的教鞭，开始了她的执教
生涯。

岘山乡大多是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
母分离，容易出现任性、孤僻、冷漠的性格缺
陷，为此，刘春红利用休息时间，一一进行家
访。 通过家访，她对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环

境、成长历程有了更深的了解，以便针对每
个孩子能够有的放矢的教学。

刘春红时刻用爱呵护着每一个学生。 她
每天都深入到班级，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
况，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好朋友。 有时看到学
生无精打采，或情绪低落，她便过去询问是
否生病、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想尽一切
办法帮助孩子们。 时间长了，学生们很乐意
跟她交流。

就这样，刘春红在这里与学生们经历了
十几个春秋。 当我们问她：坚守了这么多年，
生活不枯燥吗？ 刘春红告诉我们：“生活虽然
清苦，但是感到满足。 教孩子们学习，能和孩
子们一起成长，我很开心。 特别是看到孩子
们走出大山，心里特有幸福感与成就感。 ”

大爱无言。 在山区教育这条并不平坦的
大路上， 她一直守望着自己的教育理想，甘
当学生成长的铺路石。 在十几年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她始终铭记“责任”二字，用拳拳爱
心为山区培育人才。

湖南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启动

日前，靖州县藕团乡中学住宿生们用上了学校免费提供的热水。 该校在今年
入冬以后，就安排专人烧水，每天下午 6：00起分时段免费提供热水，惠及全校 172
名住宿生。

谢第煌 摄影报道

寄宿生用上了免费热水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红平） 1 月 6 日至 16
日，湘乡市教育局绩效考核组成员兵分多路，
深入全市各个学校，依照《湘乡市教育局教育
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对各单位履行岗位职责
情况、 教育工作成效进行了全面的检阅与评
比，对各单位领子班子进行了民主测评。

考核组成员全面掌握各单位履职情况及
工作成效后，客观评价工作亮点，指出存在的
薄弱环节，为各学校（单位）后期改进工作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湘乡开展绩效考核

本报讯（通讯员 廖仁东） 日前，郴州北湖
区山村教师领到了每月 600 元的农村教师岗
位津贴和 120元的农村任教年限津补贴。

为稳定农村教师队伍，鼓励更多的教师到
农村任教，北湖区出台了一项新政策：按农村
学校地理位置、 距城区远近和在农村服务年
限，为全区在编在岗农村教师发放岗位津补贴
和农村任教年限津补贴。

为了保障能按时发放到位，北湖区每年将
新增加投入 260多万元并将其列入财政预算。
这笔补贴每年分两次按学期申报、审批、发放。

北湖农村教师
喜领津补贴

东兴中学
开展自救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新军） 近日，隆回县东
兴中学开展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紧急疏散自
救演练。

近年来， 该校把紧急疏散演练工作纳入
“平安校园”建设的常规工作内容，每月进行两
次演练。学校还通过主题班会、广播宣传、黑板
报、安全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加强安全防范知
识宣传，让安全常识深入人心。

先锋小学评选
“最受欢迎的老师”

本报讯（记者 刘瑛 刘选） 日前，株洲市
石峰区先锋小学举行了首届“最受欢迎的老
师”颁奖典礼。

此次活动通过学生、家长不记名的投票方
式，评选出了 10位“最受欢迎的老师”。该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增
强了教师的创优争先意识。

———记衡阳县岘山乡天水村小学老师刘春红
□ 凌友国 肖小芳 凌社生

本报讯（通讯员 肖守立） 近日，湖南
省校车管理工作小组通报的全省校车管理
工作督查情况显示，溆浦县的农村客运“溆
浦管理模式”已经被宁乡县、宁远县、平江
县等 93个县市区学习借鉴并采用， 成为我
省运营占比最重的模式。

据悉， 溆浦县针对民办幼儿园总结出
了“五定四好三统一”的管理经验，有效地
保证了幼儿上下学的安全， 然而对搭乘区
间线路车上下学的中小学生来说， 安全保
障程度不高。 近期，该县龙潭辖区鑫龙农村
客运公司对中小学生乘车上下学实行售卡
管理模式，即以学期为单位，根据学期正常
上学核算天数， 按照市场现有乘车价格确
定每期收费金额。

开学时由公司派出工作人员到学校指
定地方与需乘车学生或家长联系并开出收
据收取学生乘车费（票据加盖公司公章和收
款人签字），发放学生乘车卡，同时签订公
司、学校、学生及家长三方售卡乘车安全管
理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学校根据协议和乘车方向编织乘车学
生名册， 根据名册再与农村客运公司定线
路、定时间、定车辆、定人数、定地点，编织

“五定”学生名册，学生上下学时学校安全员
与随车安全员根据“五定”学生名册完成交
接工作。

这种售卡管理模式正准备在溆浦县其
他辖区逐步推广，待条件成熟后实行刷卡管
理，逐步实现学生乘车上下学安全管理的全
程监控。

溆浦探索农村校车
售卡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肖春艳 肖彬） 从 1月
16日开始， 洞口县城关一校实行错时放学。
连续几天下来，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该校地处老街区，学校前面马路窄，每
到放学时间，各种车辆将路面堵得水泄不
通，学生只能在车流中穿行。 而坐公交车
回家的学生和家长，见到公交车立刻一拥
而上，导致车内经常拥挤不堪。 不仅导致

县城交通拥堵，还给学生和家长带来安全
隐患。

为此，学校采取错时放学的办法，分三
个时间段放学：一、二年级放学时间改为 14：
30，三、四年级放学时间改为 14：50，五、六年
级改为 15:00。 此外，学生放学时，该校行政
领导佩戴袖章在校门口维持秩序，班主任负
责指挥家长到各班指定地点接孩子。

城关一校实行错时放学

各专业类统考合格线均为 1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