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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隆重推出了“改革开
放四十年 教育发展看湖南”的专题报道
和“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湖南在行
动”等专题，倾力打造教育类专业报的权
威性、新闻性、可读性，服务于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 一年来，我们用
精品力作讲述新湖南教育好故事，及时、
准确传递湖南教育好声音， 在全省教育
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各级教育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广大通
讯员的密切协作、辛勤付出。为鼓励写作
和创优，经本报编委会推荐及专家评审，
评选出了 2018 年度《科教新报》十佳通
讯员和优秀通讯员。新的一年，让我们携
手合作，加强报端融合，共创更多的精品
力作！

十佳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黄军山 长沙市教育局
刘春联 邵阳市教育局
周正茂 宁乡市教育局
谢志刚 郴州市教育局
张文竹 怀化市教育局
凌 铭 永州市教育局
胡义兵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王建云 邵东县教育局
周国华 隆回县教育局
匡责成 娄底市教育局
优秀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詹 垚 长沙高新区教育局
杨 娜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石自行 浏阳市教育局
常正祥 长沙县教育局

王 亚 株洲市教育局
旷生贵 攸县教育局
唐 明 湘潭市教育局
马云辉 湘潭县教育局
伍 涛 耒阳市教育局
刘志凌 衡阳县教育局
谭震林 衡南县教育局
向国仕 武冈市教科局
伏礼平 汨罗县教育体育局
刘成文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唐 义 常德市教育局
蔡辉武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范道荣 澧县教育局
王再稳 汉寿县教育局
黎运洪 慈利县教育局
贾舒专 南县教育局

陶金生 安化县教育和体育局
郑会军 宁远县教育局
唐世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唐 文 祁阳县教育局
蒋施龙 道县教育局
尹吉灵 桂阳县教育局
曾志刚 临武县教育局
廖仁东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刘晓冬 资兴市教育局
刘 艺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
陆 亚 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局
江士义 溆浦县教育局
符文斌 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郑 靖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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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作为 开创教育发展新局面
湖南教育系统热议全省教育大会

全省教育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全面总结和部署了全省教
育工作，零陵区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深化改革，打造‘学在零陵’品牌，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主线，重点实施四大工程：

一、 学位建设工程。 2018 年零陵区消除超大班额 386
个，2019 年将继续强力推进城区学位项目建设， 建好羊角
山小学、日升民办学校，新增学位 6255 个，消除大班额 277
个。

二、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完善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学校接纳学生寄宿的能力；提高寄宿制学校管理水
平，继续进行标准化食堂建设，保证学生食宿安全；开工建
设一批教师周转房，真正让边远山区农村学校教师进得来、
留得住。

三、中小学德育工程。大力推进中小学德育教育，注重校
园文化建设，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继续常态实施
“向日葵工程”，将“红色文化进校园”工作打造成省市典型。

四、学校安全工程。优化教育环境，加强校园安保工作，
提高师生安保意识，创新校园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学校治理
能力，争取 2019 年成功创建“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县
市区”。

这次全省教育大会开得及
时， 为推动湖南教育持续优质均
衡发展描绘了蓝图。 君山区将认
真落实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教
育改革，具体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建统领，锻造政
治上忠诚的教育铁军。 坚持用学
习“治心”，增强党员干部“四个自
信”的定力，深化基层党支部“五
化”建设工作，推进党建工作上水
平、真引领。

二是坚持品质为先，大力发

展素质教育。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质量，进
一步推进全域课改， 强化师德师
风建设,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

三是坚持民生为重， 大力增
进民生福祉。 持续推进义务教育
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 有效化解
大班额。精准发力抓实行业扶贫。
规范办学行为， 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是坚持安全为要， 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 牢固树立“安全第

一”的责任意识，切实做好学校安
全和信访稳定工作， 建立平安校
园建设长效机制， 高度重视意识
形态的引领和舆情掌控， 确保大
局稳定。

五是坚持管理为魂， 全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进一
步强化对资金、 项目、 人事的管
理， 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
度，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教育发展环境。

2018 年 12 月 24 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全省教育大会
上指出，在新时代新起点推动湖南教育新发展，关键是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切实领会和把
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问题。 作为一
名基层教育工作者， 要把会议的精神落实到我们日常的工
作中。

一、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一直是我市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孝心、爱心、
宽容、谦让、自律等成为德育工作的主题，在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上下足了功夫。

二、把“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落到实处。我市“城市挤、农
村弱”、贫困家庭教育负担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以及校
园安全等问题仍然存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应
尽的职责。

三、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到实处。 2017 年洪江市
先后出台《洪江市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五年行动计划
（2017-2021 年）》《洪江市中小学校教师队伍管理办法（试
行）》文件，对洪江教育发展及教师队伍建设进行了规划和
定位。 我们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
准，把教书育人作为教师的第一要务。当然，“提高教师地位
和待遇”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桑植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和全省教育大会精
神， 把教育作为重大基础工程和
一号民生工程来抓。

一、 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
促进办学条件大改善 。 按照高
中向城区集中、 初中向片区集
中、小学向乡镇集中、适度保留
村小的原则，优化教育布局。 大

力推进实施乡村提质工程、城
区扩容工程， 及时补充城区中
小学学位， 消除城区义务教育
大班额。

二、 坚持人才为第一资源，
促进教师队伍大优化。 实施教育
人才引进计划，优化教师队伍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和学科结
构。坚持师德师风是教师评价的
第一标准，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
一责任， 建成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敬业奉献、充满活力的

教师队伍。
三、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促

进教育质量大提升。 深化教育管
理体制、 办学体制和学校内部管
理改革，引进优质民办教育，激发
教育活力。 改变传统的以分数论
英雄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 引导
中小学持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切实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 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此次全省教育大会再次强
调，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升教
师专业素质， 提高教师地位和待
遇，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

祁阳县接下来将以“四名”
（即名校、名师、名校长、名课）工
程为抓手，继续推进以下工作：

一、创名校。 改善办学条件，
支持祁阳一中创建全国一流学
校，支持祁阳县职业中专创建“全
国中职教育 100 强学校”，确保通
过“省卓越中职学校”评估验收。
打造一批中华传统文化、 国学教

育、校园足球等特色学校。
二、育名师、名校长。 为全县

中小学校补充新进教师 1000
名， 培训干部教师 6000 人次以
上，选派优秀校长教师到教育发
达地区、 省内外名校考察学习、
研修培训。 持续推进校长干部全
员“竞聘上岗”和教师“县管校
聘”改革，全面实施“名优校长教
师激励工程”， 加强干部教师的
定期考核和动态
管理， 建好用好
28 个县级名师
工作室。 以庆祝
第 35 个教师节

为契机，评选表彰一批名优校长
教师。

三、推名课。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大力推进“两语”类、科技类、
体育类、 艺术类四大类学校特色
课程创建。 广泛开展“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晒课、网络研修
及名课创建等活动， 推动形成广
大教师崇尚名师、 争上名课的浓
厚氛围。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唐天光 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彭海泉

洪江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远辉

桑植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谷晓华

祁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曾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