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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安乡县中
心幼儿园大班的姚皓
迪在微信中给老师左
梓娟发了一段视频 ：
“左老师，我们家的盐
会跳舞。 我是按照你
们推送的 ‘创意科学
小实验’操作的。 ”为
了让幼儿宅家 “不闷
不烦 ”，并且能 “玩出
智慧”，安乡县中心幼
儿园的老师们挖空心
思， 搭起了家园共育
桥梁。

刘亚慧 摄影报道

“郭老师、郭老师，有道应用题不会，
请求支援。 ”“卢永佳，收到，立马讲解，随
时支援。”3 月 6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
小学郭卫春老师接到“呼叫信号”， 迅速
停下手中的活儿，打开微信视频，开始耐
心地为卢永佳进行一对一网上辅导。

对这名“特殊”的孩子，该校六年级
（9）班科任老师会 24 小时在线随时给予
辅导。 只要卢永佳学习、 生活上遇到困
难，老师们就会立马进行线上支援。

佳佳的爸爸是永州市中心医院 ICU
病房的主治医师， 一直奋战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第一线。 自接到自愿支援通
知后，卢永佳爸爸立即响应号召，主动请

缨奔赴湖北黄冈支援抗“疫”，成为最美
“逆行者”中的一员。 卢永佳妈妈是永州
市中心医院手术室的医生，工作忙碌、紧
张，对卢永佳的生活照顾和功课辅导，心
有余而力不足。 令夫妻俩意想不到的是，
孩子所在班级的老师迅速组建了“帮帮
团”， 每天都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心理，
利用网络辅导孩子各科作业。

“六年级（9）班的科任老师们，团区委
和区教育局通知我们， 你班卢永佳同学
的爸爸是我区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请
你们加强对孩子的辅导关心， 解除一线
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 接到学校通知
后，该班老师立即为卢永佳“独家特制”

了一份课程表。 各科任老师通过网络，不
仅对卢永佳进行学业辅导，还因势利导借
疫情对她进行思想教育，教育孩子以爸爸
为榜样，爸爸是抗疫英雄，鼓励她做学习
上的英雄。

“医护人员是用生命在履职，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守护好他
们的孩子，让他们安心在一线工作。 截至
目前，永州市冷水滩区各个中小学校对坚
守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的子女信息都进
行了录入，这些孩子所在班级都建立了以
班主任为核心，任课老师参与的特别守护
团队。 ”冷水滩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莫继恒说。

情暖“疫”线人员子女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云 赵志
明）“谢谢‘有温度’的在线教学，让
我们在疫情间学习少了一份孤单，
多了一丝温暖……”日前，邵东市城
区四中 316 班朱婧在班级群学完英
语微课后，隔屏写了一段深情表白。

朱婧当天学习的《不定代词和
不定副词》，是邵东市姚可平初中英
语工作室录制的 27 节微课之一。“制
作微课，是疫情防控需要，是学生学
习需要。 制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
一种成长。 ”工作室首席名师姚可平
说， 这些微课都注重国家课程学习
与居家生活实践的结合， 涵盖初中
三个年级，旨在帮助学生预习新知，
“这是我们 51 名成员送给全市初中
学生的礼物。 ”

名师集体开发、平台统一推送、
分班在线教学， 这是该市注重发挥
各学科教学名师“头雁效应”，落实
“停课不停学”的一个缩影。

“20 个名师工作室的近 1000 名
成员， 是我们 8000 多邵东教职工的

‘代言人’， 他们业务素质和师德修
养都过得硬。 ”据邵东市教育局人事
教育股股长李蔚然介绍，在制订《邵
东市中小学延期开学时段开展网上
教育教学服务实施方案》时，他们便
注重发挥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带动作
用，指导各校充分利用“互联网 +”模
式开展远程在线教育教学活动，以
保障邵东 16 万中小学生居家学习
“实用、实效”。

早在 2 月 8 日，宁奇珍初中语文
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宁奇珍便开始
和成员们筹备着制作微课。为了让微
课更好地适合城乡不同学校的学生，
工作室 40 多名成员全员上阵， 日以
继夜的搜集整理素材，探讨完善教学
策略，字斟句酌后推出了 9 篇关于写
作指导的微课免费分享给全市初中
语文教师。

“我转到班级群内作为在线教
学内容，孩子们学得可认真了。 ”宁
奇珍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敏
贞任教的是城区三中 319 班。她讲授
完《巧用细节描写让人物形象更鲜
活》微课后，学生们不久便交上了一
篇篇流畅、朴实的小练笔。

邵东：
打造“温度”教学

“家乡剪纸”
为假期助力

本报讯（通讯员 甄银华）近日，
会同县机关幼儿园各个班级群里热
闹非凡，家长们对近期幼儿园开展的

“家乡剪纸” 活动点赞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

为帮助幼儿度过健康快乐的假
期生活，会同县机关幼儿园的教师们
利用本地的特色剪纸，通过资源分享
的形式，针对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及
疫情防控期间居家的特殊情况，定期
为幼儿及家长推送剪纸教学视频，建
立家园互动通道。

女教师的
特殊礼物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遵炳 廖树
林) 为了增强女教师自我防护意识，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在“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当天举办“女教师网络新
冠肺炎知识竞赛”活动。“竞赛是学校
给我们全体女教师的特殊礼物，我们
度过了一个别致而有意义的节日。 ”
参赛老师肖丹在教师群里留言说。

花式美食来解压
本报讯（通讯员 胡晓芳 曾丽

玲）3 月 8 日， 嘉禾县文家学校举办
了“线上厨艺大比拼”活动。女教师们
把绝活都展示了出来，红烧鱼、柠檬
凤爪、油爆虾、银耳桃胶……满屏飘
香。“学校 114 名老师有 98 位是女
性，今年，我们通过线上厨艺展示的
方式，来庆祝第 110 个‘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 ”嘉禾县文家学校工会主
席胡晓芳介绍，“女教师们在战‘疫’
后方默默付出， 她们在上好网课、监
测学生身体状况的同时，还要照顾家
庭，很辛苦，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缓解她们的压力！ ”

本报讯（通讯员 龙志先）3 月 5 日，
凤凰县副县长吴汉章深入该县文昌阁小
学、箭道坪小学等学校调研疫情防控和开
学准备工作， 要求全县中小学校严防死
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胜利的
姿态迎接开学之日的到来。

调研现场，吴汉章察看了门卫值班
值守、校园消毒、疫情摸排、体温检测等
情况， 详细了解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
防疫物资储备和开学准备工作情况。
“学校是卫生安全的一方净土， 校园周
边也是一方净土， 各学校要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吴汉章强调，“要
健全四个疫情防控体系保开学：健全学
生体温数据上报的监督管理体系，杜绝
不报、瞒报、假报现象的发生，确保数据
上报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健全值班值守
工作体系，筑牢第一道防线，严把第一
道关口，严防隐性病毒携带人员进入校
园；健全疫情应急响应体系，确保学校、
家长、社区、乡镇党委政府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健全开学疫情防控和安全保障
体系，坚决做到不感染一名学生，不感
染一名老师。 ”

凤凰：四个疫情防控体系保开学

教师变身
“快递员”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利芳)3 月 2
日， 新教材发放到平江县浯口中心
小学。 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在线学
习，将新教材用最少的人，以最快的
速度， 安全地发放到 900 余名孩子
的手中。 该校教导处仔细摸排，分工
合作， 严密防控， 用不到两天的时
间， 将 900 余套课本分别打包，“快
递”到 10 余个村(居委会)，联系家长
到村委会领取。

此前，为确保教材发放“高效、
周全、精准”，该校校委和教师提前
半天进行实地演练： 老师们分工明
确，后勤组、搬运组、分书组、打包
组、快递组，在整个工作流程中默契
配合。

目前， 所有新书均已达到学生
手中。 浓浓的书香，温暖了居家孩子
的心。

本报讯（通讯员 谭乾坤）3 月 7 日，
双峰县校车办组织全县 74 台校车， 分四
个批次进入双峰县政务中心验车场地,进
行集体验车。 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所有
校车“体检”完毕，顺利通过验车。

近年来，双峰县校车办抓实抓细校车
安全管理，积极构建校车安全管理长效机
制，取得了较好成绩，连续三年，全县校车
实现了零事故、零违规，校车安全管理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双峰：校车集体“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 唐作明 吴春来）近
日，由永州市教育局、永州市教师发展中
心组织安排的“永州市万名教师网络直播
培训”正式开播。 永州市 7 万余名教师、5
万余名学生家长参加了此次培训。

为更好地适应疫情期间“停课不停

学”、教师“发展不停步”，永州市教师发展
中心创新培训方式，积极采取措施，邀请
全国知名专家就提升全市中小学教师心
理健康指导、学生学习指导和家校共育等
专业能力展开系列网络直播培训，助力教
师发展。

永州：教师、家长齐培训

校园

通讯员 朱黛琳 王海洋 胡满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