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昌富 石光义）
近日， 通道县教育局被教育部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青少年五好小
公民‘复兴中华 从我做起 ’主题教育
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2-2013年，通道县教育局安排教
育关工委负责， 按照教育部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的文件要求， 在全县中小学
校开展了“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复兴
中华从我做起’ 读书征文主题教育活
动”，各学校将这次读书、征文、演讲、实
践活动纳入学校工作计划， 并制定主题

教育活动专题实施方案， 发动师生积极
参与、精心组织、细心安排，将活动渗透
到教学与班级团队活动各环节， 提高了
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托起“复兴中华从我
做起 ” 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 全县 122
名同学获国家级征文一、二、三等奖。

此次评比中，通道县第一中学获得“全
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复兴中华 从我做
起 ’主题教育活动示范学校”荣誉称号，县
教育关工委吴永睦主任获得“全国青少年
五好小公民‘复兴中华 从我做起 ’主题
教育活动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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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长沙将落实城乡居民低保家庭毕业生求职
补贴。 从 2013年起， 对驻长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属于城乡低保家
庭、孤儿、残疾人的学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标准每人 800 元，
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实行考录公务员费用减免措施。 各
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考录公务员和招聘工作人员时，对就业困难的高
校毕业生和纯农户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免收报名费和体检费，所需费用
由同级财政安排。

10 月 11 日，长沙市发布了《关于做好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通知》，11 月 1 日起实施。 力争使每一名有就业意愿
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
备活动中。

《通知》表示，长沙将以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的就业为目标，
将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范围。 主要对象包括：离校 2年内未实现就业，并且在长沙市进行了失
业登记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纯农户家庭
的高校毕业生等。

据了解，长沙市将开展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将制定长沙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实施方案，并把非
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公共就业服务的范围。

为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长沙市规定，企业新增岗位新招用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
险的，按相关文件规定给予一次性补贴。

长沙出台大学生就业“新政”

永顺 4万学生喜获免费字典
10 月 7 日，永顺县泽家九年一贯制学校 5 年级学生领到国家免费提供的《新

华字典》后，个个喜笑颜开。 据悉，这是国家实施“两免一补”后又一惠民举措，有效
解决了该县 4万余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工具书缺乏的现状。 拿到字典的
学生纷纷表示，今后更加勤奋地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符文斌 唐玉花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先邵） 近日，在
邵阳市第八届青少年书信征文比赛中，
绥宁县瓦屋塘乡学校学生杨华坤、 长铺
镇第二小学学生黄华易分别荣获初中
组、小学组特等奖。 此外，还有 114 名同
学获其他奖项。

此次征文活动由共青团邵阳市委、市
教育局、市邮政局、市少工委联合举办，
今年 6 月初开始启动。 征文以“雷锋精神
照征程”为主题，包括书信征文和“学雷
锋、手拉手”活动。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雷锋精神是引领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明亮灯塔， 活动旨在进一步激
发青少年“知雷锋、爱雷锋、学雷锋”的热
情，增强青少年“做雷锋、学知识、长本
领”的决心和毅力。

绥宁 116名学生
获市征文奖

通道教育局获教育部关工委殊荣

桃江 7400名教师
参加师德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 丁星凡） 10 月 13
日，桃江县 7400 余名教师在全县 30 多个
考点参加了师德师风建设常识考试。

自今年 8 月份以来，桃江县教育局深
入开展“树师德·正师风”学习教育活动，
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要求全县各
级各类学校按益阳市教育局的统一部署，
通过集中学习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教师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并切实做好自我查摆、自我剖析和整改提
高等系列工作。

为了全面掌握全县教师学习师德师
风规范的情况，桃江县教育局决定根据市
局要求，通过师德师风建设常识考试来检
验学习效果。

低保家庭毕业生可获求职补贴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江龙 赵曲才） 10 月 11
日， 益阳市教育局组织各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和
乡村学校少年宫主任举办全市首届校外教育工
作培训班。

培训邀请浏阳市青少年素质教育中心主任
卢志红作《在形式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推进素
质教育基地科学快速发展》的专题报告，认真组
织学习了教育部、 文明办有关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和使用办法的文件， 观看了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专题辅导片。

培训还就全市少年宫建设开展了深入的探
讨交流。

益阳
办首届校外教育工作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猛兴 何龙） 10 月 12 日，
平江县召开教育系统核编查岗专项治理督查部署
会。

此次专项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全县教育系统干
部队伍建设，规范和完善教师队伍管理。全县教育系
统将切实把清理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乱开口子，不
留尾巴、不留死角，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坚决全面
彻底清理在编不在岗人员。

会上，县教育局对《平江县教育系统核编查岗专
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进行了解读并对核编查岗工
作作了具体布置。

平江清理在编不在岗人员

武陵区重阳节心系老教师
本报讯（记者 余娅 通讯员 胡杰）

重阳佳节， 为表达对离退休老同志的
敬意， 常德武陵区教育系统积极开展
形式多种的慰问活动。

滨湖小学开展了以“九九重阳享健
康，人间百善孝为先”为主题的庆祝重阳
节的系列活动。 26 名退休教师接过孩子
们写满祝愿和祝福的自制贺卡， 享受着
学校合唱队献上的歌曲， 一个个乐得合
不拢嘴。 北正街小学特别邀请了老科协

的专家为退休教师进行了健康保健知识
讲座，指导退休老教师们健康、快乐地生
活。 育才小学工会组织退休老教师参观
校园新貌， 感叹花园式学校建设为学校
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卫门口小学召开了
重阳节退休教师茶话会。 老教师们畅所
欲言，久未谋面的老同事、老朋友之间相
谈甚欢，整个座谈会气氛轻松愉快，老教
师们纷纷表示愿意继续为学校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余敏） 日前，龙山县教育基
金会救助 114 名父母双亡中小学生， 共计 139750
元。下发 2013 年秋季学期永祥、君见、宋祖英助学金
共计 218250 元。

近年来， 该县积极做好贫困生摸底建档工作，
将孤儿、单亲、残疾、获得计生绿卡及各种因病因灾
致贫的学生档案分类整理， 建立电子信息资料库。
各中小学校资助专干针对本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学生到户走访，按照《龙山县特困学生考察摸底
表》详细记录其家庭生活现状，在校表现，学习成绩
等，并拍下相关印证照片，学校将各个特困学生的
考察摸底表及考察照片单独建档。

该县积极做好牵线搭桥工作， 积极联系永祥、
君见、宋祖英等助学金、江苏常熟爱心助学阳光站
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便让每一个贫困学生及时
得到救助，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

龙山
发放助学金 21万余元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儒平） 10 月 9
日，泸溪县督学第一责任区的督学们在组
长章长林的带领下，对合水镇辖区内所有
学校的生源规模、 师资建设、 校舍建设、
教学设备、生均公用经费、学校管理进行
了全面督查。 并就中小学校收费、学生食
堂和校园小商店等家长、社会反响强烈的
重点工作进行了逐校督查，对民办幼儿园
办园行为进行了专项督查。

据悉，该县督学责任区的督学受县级
政府教育督导部门的委派，持《督学证》依
法依规行使教育督导的职权，在县政府教
育督导室的统一安排下，分期分批对进行
督导。

泸溪督学全面
监督办学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英新） 9 月 30
日，宜章县中小学校“美好梦想，安全起
步” 主题宣教活动在二完小举行了启动
仪式。

“美好梦想，安全起步”主题宣教活动
是由该县文明办、司法局、交警大队和教
育局联合开展的一项大规模交通安全知
识教育活动，是该县为创建成省级文明县
城、做好“创建郴州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
城市”工作目标而提升全县人民文明素养
的一项重要举措。

仪式上，县交警大队举办了“遵守交通
信号、安全文明出行”交通知识讲座，并对获
得“全国文明交通示范学校”的教师进修学
校附小和在“车路人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
征文、绘画、“小手牵大手”温馨提示语竞赛
活动中获奖的学生进行了表彰。

宜章启动安全
主题宣教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新竹） 10 月 8 日，保靖县
清水坪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在体育老师的统一安排
下，有序地开展 400米跑（50米×8往返跑）的测试。

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提
高学生的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 促进学生
健康发展,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该县小学、初中、高
中和职业中学的三万余名学生与全国同步启动《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并将完成数据上报。

保靖三万余学生今秋测试体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