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电话：0731-88317922��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陆嘉琪 版式：孙哲 校对：钟智勇2014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四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刘潜
龚跃虎）“爸妈做生意，没时间照顾我，在
这里不仅可以看书写作业， 而且还能和小
朋友玩。 ”家住常德武陵区穿紫河康桥社区
的唐棋很喜欢社区办的“四点半学校”。 在
康桥社区， 现在像唐棋这样在“四点半学
校”温习功课的孩子已近 100人。

现在的小学生一般在下午 4 点半放

学， 而大多数家长却要到 6 点左右才能下
班回家，近两个小时的监管“真空期”，孩子
们的安全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今年 5 月以
来， 在常德教育部门的积极协调和大力支
持下，武陵区康桥、体育东路、方家巷、紫桥
四个社区为解决这一难题做了尝试， 成为
该市首批开办“四点半学校”的试点社区。

“四点半学校”，就是社区免费提供图书

室、电子阅览室等学习活动场所及相应配套
管理服务；教育部门则安排辖区学校教师轮
流支教，为同学们义务辅导功课，切实解决
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的问题，实现学校与社
区的无缝对接。 据了解，今后该市将积极推
进试点工作，进一步探索建立社区教育与学
校教育、 家庭教育衔接互动的长效机制，形
成各方面教育合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常德“四点半学校”成小学生新去处

本报讯（通讯员 罗理力） 近年来，
隆回县以农村中小学校为载体， 先后在
虎形山、横板桥等 12 个乡镇建立乡村少
年宫，每个少年宫配置 20 万元的活动设
施，每年 5万元活动经费。少年宫以培养

青少年课外兴趣为主， 注重挖掘青少年
的“闪光点”，成立音、体、美、棋类、书画、
演讲、科技等兴趣小组。 目前，少年宫已
成为该县广大农村中小学生的课外乐
园。

隆回农村孩子有“乐园”

本报讯 （通讯员 龙俊华 傅海清）
近日， 笔者从凤凰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获
悉， 凤凰县全力推进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发放各类助学金、
社会捐资助学金及贫困大学生信用助学
贷款 3414.3 万元，惠及 24504 人次贫困
学生。

为了抓好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凤
凰县建立了从学前到大学完整的贫困学生
资助体系， 切实把这项工作纳入到各单位
的年终考核。 并认真做好贫困学生的调查
摸底工作，及时更新贫困学生数据库，建立
贫困学生监控、资助长效机制。

凤凰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凤凰县共发放贫困幼儿入园补助金、
义务教育寄宿生活补助费、 少数民族助学
金、 撤并村小 1-3年级学生生活补贴费、
中职学生助学金、 贫困大学生救助金等共
计 1827.2万元，惠及贫困幼儿及中小学生
13091人次； 办理贫困大学生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 961.54万元，惠及贫困学生 1387
名； 近 50个社会团体在凤凰开展捐资助
学，落实中石化、中华社会救助、坤叔助学
团、宋祖英助学基金会、上海大眼睛助学团
等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资助金 625.56万
元，惠及贫困学生 10026名。

凤凰投放 3400万资助贫困生

隆回县农村中小学生在少年宫参加活动。

新邵为青年女教师
当“红娘”

本报讯（通讯员 钟卫军） 11 月 23 日，由新
邵县总工会、县教育工会、县交通局工会联合举办
的新邵县 2014年“情系暖冬，缘定今生”青年职工
联谊活动隆重举行。来自县教育系统的 15名青年
女教师和县内行政事业单位 15 名单身男青年参
加联谊。

联谊会以展示个人风采，搭建交流平台为目
标，由一个个互动游戏和个人才艺展示串联而成。
活动现场，主持人妙语连珠，现场青年积极配合，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欢笑声不断。

近年来， 新邵县新招进的教师 90％为青年
女性，而且从教于偏远农村中小学，青年女教师
的婚姻大事很难在学校内部解决。为了给这些农
村青年女教师“牵线搭桥”，县教育工会积极为青
年女教师当“红娘”，自 2011 年以来，连续举办了
四期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并成立了新邵佳缘 QQ
群。 为单身青年女教师交友搭建了载体，扩大了
青年女教师的交际圈，丰富了她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

衡东 155名
寒门学子受赠床品

本报讯（通讯员 宋小洋） 11 月 21 日上午，
衡东吴集完小三年级学生周某卿的妈妈领到了衡
东县教育局关工委捐赠的一套完整的床上用品，
她高兴地说：“以后， 我儿子终于可以单独睡一铺
了。 ”原来，周某卿的父母有智障，且父亲身有残
疾，家里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三口挤睡一铺，
度日艰难。

在寒冬即将来临之际， 如何帮助贫困学子度
过严寒的冬天， 成了县教育局关工委领导们的一
桩心事。近日，衡东县教育局关工委把 155套床上
用品，分发到全县 9 所县直学校和 24 个乡镇中心
学校 155名寒门学子手中。 每套床上用品包括两
床棉被、一床垫被以及床单、被套、枕头、枕套等 7
大件，价值近 800元，总计 12万多元。

新宁业务考试
促教师学风

本报讯（通讯员 陈湘淼） 近期，新宁县 300
多名高中教师在县一中参加了业务考试。 这次业
务考试采取闭卷形式，由县教育局统一组织命题、
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知识和专
业知识两大部分。待考试成绩出来后，该局将分学
科对排名前 15%的教师颁发优秀证书。

据悉，为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自
主学习，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新宁县教育局将以
3 年为一个周期，分期进行高中、初中、小学和幼
儿教师业务水平考试。

中方筹资百万
提升校园安保

本报讯（通讯员 陈广） 11 月 20 日，笔者来
到中方县城北中学看到， 该校门卫室配备了橡胶
棒、钢叉、电警棍等防暴器材，学校的重点部位都
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 学校各项安全保卫工作正
有效开展。 这是该县构建安全防护网促校园安定
和谐的一个缩影。

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 该县教育局多方筹措
资金 101.3 万元， 用于全县中小学校园安全人员
培训和消防器材、防暴器械、监控设施的购置。 截
至目前， 全县中小学校、 幼儿园共配备安保人员
79 人，配备狼牙棒、电警棍、钢叉等防暴器材 34
套，安装视频监控设施 30 套，高清探头 356 个，购
置灭火器 556个， 并对学校安保人员进行了为期
两天的擒拿格斗、 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技能培
训。 现正着力为公路沿线学校设置交通提示牌和
减速带。通过加大资金投入，该县校园安保条件有
了显著改善。

绥宁民俗文化
进苗乡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先邵 易敏)� 11 月 19
日， 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政协联工委主任曾红
亮带着黄桑民俗文化教材来到该乡学校举行开
班仪式，向学生传达了解家乡文化的重要性，要
求学生要学说苗侗话，学唱苗侗歌，并认真钻研
教材。

黄桑坪苗族乡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
地方，生活有苗、瑶、侗、土家、布衣、壮、黎、回等
多个民族，这里民俗文化独特，有原汁原味的傩
舞、踏牛令和祭狗、祭山、祭桥等极具巫楚色彩
的神秘文化。开展民俗文化进苗乡校园活动，其
目的在于努力提高苗乡学生人文素养， 培养苗
乡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泸溪 40所中小学
参与科技创新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 袁绍仁)� 11 月 18 日，泸
溪县第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该县思源实
验学校隆重举行， 来自全县 40 所中小学校的
400 多名师生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科技的快乐，
感悟创新的启迪。

本届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旨
在展示中小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大赛设“创
新项目、科技实践活动、少儿科幻画、趣味科技
竞赛、电脑制作比赛”五个项目，分小学、初中、
高中三个组别评奖。 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305
件。

活动中，同学们利用所学知识，结合对生活
的观察感悟，创造出许多优秀作品。泸溪一中选
送《重心式笔尖保护器》、五中选送《冷暖水床》、
白沙中学选送的《泸溪镇工业园尾渣库先锋植
物调查和筛选》等作品关注当前节能减排、生态
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及学校课堂教学中的难
题，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受到大赛评委们的高度
肯定。 大赛共评出一等奖 48 个、二等奖 83 个、
三等奖 91个。

宁远普法志愿者队伍
启动义务普法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 近日，宁远县
普法志愿者队伍活动启动仪式在县委党校举
行。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辉正，县老科协会
长邓丽华等领导出席。 来自各单位、乡镇、社区
的老科协分会相关负责人和部分律师代表两百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3000 余名老科协会员成
为宁远首批普法志愿者。

在启动仪式上，曹辉正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普法志愿者队伍活动的顺利启动表示祝贺，
他认为普法志愿者队伍的正式成立， 对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更好地落实“六
五”普法规划，促进全民健康成长都将起到积极
的推进作用。

邓丽华对普法志愿者队伍活动的开展提
了两点要求：一要提高认识，人人争当普法宣传
员。 老科技工作者是普法义务宣传不可缺少的
重要力量，具有独特的优势，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二要明确职责，把普法宣传
工作列入老科协一项重要工作。 调动全体会员
积极参与普法宣传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晓晖 毛亚龙
郑后江 雷阳）“群众路线重民意，重教
兴校顺民心。 ”近日，耒阳市泗门洲镇新
渡村村支两委专程将这面锦旗送到该市
教育局，感谢市教育局对新渡村小学“薄
改”的关心与支持。

近年来，耒阳市教育局以该市纳入“湖
南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县” 为契
机，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通过落实各项“薄改”资金，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加快推进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今年下

学期， 耒阳市教育局为泗门洲镇新渡村小
学调配 3名年轻教师，优化学校师资，强化
学校管理；同时，在市教育局的指导下，投
入一定资金， 粉刷了教室墙壁， 添置了风
扇，为教师澡堂安装了热水器，配齐了生活
设施等，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据悉，新渡村
小学原是该市一所办学规模小、条件较差、
师资较弱的农村薄弱学校，如今，通过市
教育局与该村共同努力， 在校学生从今
年上学期的 10 余名学生增加到现在的
70多名学生，学生就近入学率 100%。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奕 陶金生)� 日
前，安化县教育局组织召开全县 2014 年

“四考”评析会。会上，对在高考、学考、中
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及个人以及一
年来课改卓有成效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重
奖，共发放奖金 140多万元。

为了奖励先进，增加信心，不断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并将课改向纵深推进，安

化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跃祥进一
步明确了 2015 年质量目标，要求各地各
校心无旁骛抓课改，旗帜鲜明抓质量，形
成上下联动、 整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
工作格局， 要求继续完善教育教学质量
奖惩方案，真正达到奖优罚劣、整体提升
教学教育质量的目的。

耒阳农村薄弱学校改造获赞

安化 140万重奖教育质量先进

本报讯 （通讯员 向碧波 彭大卫
李学高） 为缩短群众办事时限和提高办
事效率，近日，龙山县 24 所园校教育阳
光服务点全部运行。

“转学现在只要统一办，原来跑三天
还搞不定,现在一天就能办完。 ”准备从

宁波返乡就读五小的小田乐呵呵地说
道。据悉，目前该县阳光服务中心及服务
点共接待群众来访、电话咨询、网络舆情
处置等近 100 多起， 保障了人民群众对
教育教学活动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
权。

龙山 24个教育阳光服务点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