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胡国金）1月 10日至
12日，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以及工会委员，分成三组人马，走访慰问
了该校离退休老同志、 生活困难党员、生
活困难教师、家庭困难学生和帮扶村特困
村民，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新年祝福。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做
好春节期间走访慰问贫困户工作。 下一
步，该校还将组织驻村工作队和帮扶教
师走村串寨深入到结对帮扶的千工坪镇
胜花村、通板村、黄沙坪村、高坳村的特
困村民家中，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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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沅江市教育局了解到这
样一组数据：2019 年 3 月初至 8 月底，沅
江市深入推进“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 ， 用一根网线吸引全市 94 所学校
2275 名教师将教学设计、 课堂实录等资
料上传至湖南省“一师一优课”网络平台
参加评选，共“晒课”2441 堂，“晒课”总量
位居益阳市第一。

打磨“优课”，信息技术来助力
据悉， 沅江市教育局成立了领导小

组，并设立协调组、摄制组、专家组共 3 个
小组负责活动的具体实施。

活动开始前， 沅江市教育局通过培
训，详细讲解了从登录到活动报名到“晒
课”的具体操作方法，明确教学设计、课件
制作等内容的具体要求。

“备课要具体到教师在课堂上要说的
每一句话，预设学生的回答状况等，在正式
上课前反复试讲， 参照听课教师提出的宝
贵意见，打造精美教案。 ”沅江一中教师唐
芳表示，打磨“优课”的过程很“虐心”，但收
获也很大。 她充分结合同事们的意见，“引
导学生结合视频、影片探寻人物内心独白，
从深情诵读里体味文章主旨， 从迁移事件
中寻觅智慧触点……”。“巧”借信息技术之
力，她的语文课特别受学生欢迎。

这样的高效课堂给了教师们信心，透
过一根网线，该市 94 所学校 2275 名教师

“晒课”2441 堂。
共享“优课”，一个平台来帮忙

“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平台
上，不同学段、不同科目的教学设计、课堂

实录、教学资源都详细而精准。”沅江市南
洞庭学校新入职的周老师告诉笔者，通过
吸取平台“优课”精华，一个学期的时间，
自己在专业成长以及丰富教学模式等方
面有了长足进步。

“课堂上，学习内容从时间维度跳跃
到空间维度， 从身边生活辐射到社会实
践。 ”“闲暇时间，我们都会相互探讨如何
打造更高效的课堂”……近段时间，笔者
走访几所学校，教师们纷纷表示，通过共
享名优教师的“优课”，自身综合运用信息
技术的能力逐步提升，学校参与教研的老
师也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沅
江市推送的“优课”有 15 堂获部级优课，
23 堂获省级优课，38 堂获市级优课。

沅江：一根网线助力打造高效课堂
通讯员 罗艳 王日新

1 月 13 日， 隆回县群贤小学教师来到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开展公益
活动，义务教农家娃学习手鼓，孩子们乐开了花。 罗理力 摄影报道

汉寿：乡镇教育
专项基金超千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孙浩）笔者从 1
月 10 日上午结束的汉寿县乡镇 (街
道办) 教育专项基金会议上获悉，汉
寿县教育基金会所属 29 个乡镇 (街
道办)教育专项基金存量达 945.8 万
元， 加上汉寿县教育基金会的相关
奖励，该县乡镇(街道办)教育专项基
金在 2020 年初达到 1033.5 万元，较
2019 年年初增长 344.5 万元。

据了解，汉寿县 29 个乡镇(街道
办)教育专项基金 2019年实现募捐收
入 400万元，开展教育公益活动奖励、
救助教师 1055人、 奖励、 资助学生
962人，投入公益奖助经费 201万元。

就 2020 年如何进一步“用好”
教育专项基金， 会议从科学制定奖
励方案等五个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祁阳：空军招飞
工作获省级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唐文 刘朝晖）
日前， 笔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和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联合发布
的《关于表彰湖南省 2019 年度空军
招飞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和优
秀组织个人的通报》中获悉，祁阳县
教育局和祁阳一中被授予“2019 年
度空军招飞工作先进单位”， 在 17
个先进单位中， 仅 2 个县级教育局
和 5 所学校入列； 祁阳县招考中心
副主任陶阳和祁阳一中总务处副主
任陈汾均被授予“2019 年度空军招
飞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仅 35 人获
此殊荣。

新晃：足球梦从
侗乡山寨启航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世江 姚茂

江 田元春）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
扶罗小学迎来了 2020 年冬季“传球
计划” 的伙伴们———浙江宁波诺丁
汉大学的 15 名师生。

据悉，“传球计划” 由浙江宁波
诺丁汉大学的体育部与教育发展基
金会共同实施，将在该县扶罗小学、
林冲学校、禾滩小学等学校选址，建
造绿茵足球场， 并开展一系列的支
教、家访、助学等活动，让足球梦想
从农村启航。

另悉，该计划已执行了 3 年，传
球计划已与 7 所大学、300 余名志愿
者一起， 在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
为 5000 多名留守儿童建立了足球
场，该项目已是第二次落户新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江华）为进一步
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确保岁末年初学校
师生安全，近日，湘潭县副县长杨欣荣
带队深入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 该县教育、交警等部门
负责人一同参加。

在河口镇双板桥集市路口，检查组
随机对一辆营运校车进行路检路查。 杨

欣荣上车逐一查看乘车幼儿是否系好
了安全带，与司照人员进行交流，了解
幼儿交接登记、出车收车查验等工作是
否落实，并嘱咐驾驶员冬季行车务必谨
慎驾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随后，检
查组还先后到双凤幼儿园、 河口中学，
对学校的交通、消防、安保、食品等安全
工作进行全面督查。

畅聊德育
本报讯（通讯员 陈洁）1 月 8 日上

午， 株洲市荷塘区戴家岭小学举行了以
“学会关爱学生”为主题的德育茶话会。一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该校班主任们根据本
年级孩子特点，自然、恰当、巧妙地谈论了
如何在关爱学生的基础上加强常规教育，
如何打造班级特色以及如何关注高年段
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等话题，将“我”的智慧
变成“我们”的智慧，共同进步。

跳蚤市场“淘宝”
本报讯（通讯员 贺创书 王映）“机会

不多，快来抢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近日， 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小学举行以
“你的多余，我的需要”为主题的红领巾跳
蚤市场活动，各班班委会成员在自己的区
域内搭台建店， 各摊位物品琳琅满目，不
少老师也在跳蚤市场“淘宝”。

该校负责人表示，学生在“你的多余，
我的需要”的活动理念中增强了环保与诚
信意识， 同时在劳动中懂得了尊重他人，
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青年教师“赴考”
本报讯（通讯员 李超群）为促进青年

教师的专业成长，1 月 8 日晚， 华容二中
组织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进行每学期一
次的业务考试。考场上，青年教师秒变“学
生”，认真阅读试题，沉着细致答题。

据悉， 该校通过教学基本功竞赛、每
月读书活动分享会、教学比武和外出观摩
学习等形式，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专业发展
平台，有效促进了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

师生勤练三笔字
本报讯（通讯员 王桃枝 夏利华）

1 月 7 日，常德市鼎城区武陵小学举办硬
笔书法比赛，全体教师参赛，共收到作品
150 件，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
三等奖 30 名。

据悉， 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
境，丰富师生艺术生活，全面提高师生文
化素养。 2019 年年初，学校决定在全校开
展“师生勤练三笔字、师生同读经典书、师
生同说普通话”活动。

活动开展一年来，教师们养成了练字
的好习惯，学生们对标老师，也积极练字，
规范书写，营造了浓厚的书法教育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罗立志 贺籽敏）
1月 8 日上午， 邵东市城区第三完全小
学举行了新年第一个月的主题党日活
动，在完成了佩戴党徽、党旗下宣誓等
常规仪式后，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姚
君祥组织大家进行学习，他强调，党员
教师在寒假里要带头学习， 认真阅读，
做好读书笔记；春节里，要严格遵守纪
委监委发出的通知，为人师表，廉洁过
节，树立教师好形象；培养高尚的生活

兴趣，远离赌博活动，过一个安全快乐
的春节。

据悉，该校党支部 2019 年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扎扎
实实地按规定开展活动，达到了“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目的，教育
教学活动在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三
级比赛中摘金夺银，捷报频传，党建工
作在年度考核中名列前茅，被邵东市教
育局评为“模范支部”。

湘潭县：筑牢安全防线

党员老师的“寒假作业”

温暖困难师生

校友捐建文化长廊
本报讯（通讯员 何志红 肖春

辉）日前，涟源市七星街镇仙洞中学
篮球场旁， 一条由 6 块大型展板组
成的文化长廊赫然入目， 为学校增
添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据悉，
此文化长廊为该校 98 届校友爱心
捐建。

近年来，仙洞中学爱心助学蔚然
成风。95、96、97三届校友分别为母校
捐建了课桌、 篮球场和羽毛球馆，98
届学子为学校捐赠了文化长廊、巨幅
电子显示屏，增强学校文化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