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宋小
军）5 月 21 日，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和道县教育局政策法规与学校安全
管理股组成安全工作督查组，先后深
入到道县四马桥中心小学、井塘中心
小学等 8 所学校，开展学校安全工作
常态化督查。

督查组每到一所学校， 通过听
汇报、 查阅台帐资料和现场查看等

方式， 认真检查安全保卫、 周边环
境、交通安全、防溺水、消防安全等
工作，对 2020 年春季开学以来政策
法规与学校安全管理股安排所有工
作的完成情况进行一一核查。 据悉，
道县教育局通过创新安全管理体
制，强化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学校安
全教育， 促进了学校安全教育工作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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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的改变让我们看见了希望，
感谢老师，你们辛苦了。 ”5 月 22 日，嘉
禾县行廊镇定里村一名学生家长握着
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孙佳星的手
感激地说。

旺旺（化名）患有先天性身体残缺，
到了入学年龄却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
入校就读，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针对旺
旺的情况，安排专人上门对旺旺进行教
育、康复训练。

在嘉禾县，像旺旺一样的“折翼天
使”有 133 名，为了保障所有特殊孩子
能上学受教育，该县出台《嘉禾县 2020
年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工作实施方案》，
建立残疾儿童教育保障制度，完善适龄

残疾儿童“一生一案”，压实责任，细化
措施。

“面对重度残疾的孩子，我们就教
他一些最简单、 最贴近生活的基本知
识，比如分辨上、下、前、后、左、右这些
方位词，了解居住环境，学习最基本的
自理能力。 ”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彭华军说，自 2014 年以来，该校积极开
展送教上门工作，教师有计划、分阶段
地对学生进行运动、感知、语言交往等
方面的训练，教学过程不求快、不贪多，
只求有起色、有进步。

据了解， 嘉禾县各乡镇政府和 21
所学校，齐抓共管，相互配合，让“折翼
天使”也能接受高质量教育。 嘉禾县广

发镇的丁丁（化名）是一名有智力障碍
的孩子，广发镇政府与送教上门教师积
极配合，制定了个性化教育方案和“分
层异步整体”教学设计，为孩子送知识、
送康复训练，为家长送技能、送温暖，一
家人对人生有了信心， 丁丁的性情、性
格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改变。

“送教上门是解决残疾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的最好方式，我们将送教上门作
为一项制度化、 常态化的工作来抓，真
正把教育扶贫落到实处， 助力脱贫攻
坚。 ”嘉禾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莉介绍，
目前，该县已对 133 名残疾儿童实施常
态化送教上门工作，做到了残疾儿童接
受义务教育全覆盖。

创客教育全速航行

5 月 21 日，永州市教育局公布了 2020 年永州市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
奖名单。经过层层遴选，今年该市共有 612 件作品参加市级复赛，经专家评审
和公示，共评选出市一等奖 101 个、市二等奖 138 个、市三等奖 140 个。 近年
来，永州市各地各校大力推进创客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图为永州
市蘋洲小学三年级学生在练习电脑绘画。

蒋琳 周吉明 摄影报道

祁阳：整治校车
安全顽瘴痼疾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师傅，你
这台校车安全带有一根坏了， 请迅速更
换。 ”“你的校车不按核定线路接送学生，
请在校车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上签字，
并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春季学期复学
以来， 祁阳县扎实开展校车安全顽瘴痼
疾集中整治活动。

该县重点检查校车车辆状况、 驾驶
资质、运行线路安全隐患、乘车学生系安
全带、校车监控平台运行监管、安全教育
培训以及疫情期间消杀等情况。 截至 5
月 20 日，该县已出动执法 90 余人次，检
查校车 560 余台次， 查处校车违规违法
行为 16 起，整改校车安全隐患 40 余处，
6台非标校车限期退出营运。

汝城：护航师生
“舌尖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黄义亮）5 月 12 日
至 5 月 20 日， 汝城县教育局联合县市
监、卫健等部门组成 4 个专项督查组，对
全县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进行了食堂食
品卫生专项督查。

本次专项督查内容包括食堂管理、
食品卫生、饮用水管理、传染病防控、校
园小卖部管理、 营养餐管理等。 通过督
查，进一步规范了食堂从业人员行为，加
强了食品安全管理， 及时消除了食品安
全隐患，让师生在学校吃得放心，吃得健
康。

本报讯(通讯员 潘志强 缪贤根)
7 月份智慧招生平台上线，小学入学
报名、 中招志愿填报实现网上操作；
启动 12 所未来学校第一期项目化建
设……日前， 浏阳市召开 2020 年智
慧教育工作部署会，总结铺排全市智
慧教育建设。

“智慧招生平台预计 7月上线，新
生入学申请、 报名及确定学校等各项
流程均在网上进行。”浏阳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 新生可凭借学
生身份信息等资料生成的唯一账号进

行报名，一经审核通过，将统一参与本
学年度学区排序， 任何人都没有权限
进行二次修改， 这不仅是入学办理的

“减负”，也更能确保招生公平、公正。
2020 年， 浏阳将重点推进优化

数字资源供给、 提升教师信息素养，
分期分批开展无线校园建设，升级智
慧教育云平台，新增智慧办公、智慧
招生、教职工信息智慧管理，组建中
小学“网络校联体”，加快“三个课堂”
应用，全面实施高中阶段大数据精准
教学等智慧教育工程。

浏阳： 今秋实行“智慧招生”

邵阳：启动
“绿书签”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肖大松 廖小兵）
为了给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的阅读环
境，5 月 20 日，邵阳市“绿书签行动”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暨“扫黄打非”基层站
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推进会在隆回县
思源实验学校举行。 邵阳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周
迎春，隆回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奉锡样
等相关领导参加。

周迎春指出，“绿书签行动”是“扫
黄打非护苗” 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举
措， 各地各部门要调动各界力量参与
和支持“护苗”工作，营造齐心协力保
护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 要强化责任
感，各地各部门要抓好抓实“绿书签行
动”宣传活动，为少年儿童营造良好的
文化环境， 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确保“绿书签”活动提质达
效。

本次活动倡导广大师生自觉抵制
网络不良信息，健康上网，做到绿色阅
读，共创书香校园。同时，也要求学生积
极参与到“绿书签”宣传活动中来，发挥

“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向身边的父母、
朋友宣传“绿书签”的意义，一起抵制盗
版、翻版出版物，远离有害出版物，净化
精神家园，为绿色阅读筑起一道“防护
林”。

送教上门情暖“折翼天使”

湘潭：“抗击疫情
阳光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杨攀）5 月 25 日，由
湘潭市教育局主办， 湘潭市雨湖区教育
局承办的“抗击疫情 阳光成长”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在雨湖区韶西逸夫小学拉开
序幕。

当天， 韶西逸夫小学心理工作室老
师胡合带领 95 中队开展了“把疫情吹
跑，奇数偶数‘报’起来”主题心理团辅活
动。 作为全国心理特色学校，该校已经连
续五年开展全员参与的“5.25”心理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积极的心
理品质，打亮儿童生命的阳光底色。

本报讯（通讯员 邱文丽 谢迎春）
“饭菜很好吃，每天有菜有肉，我好喜欢
吃。”近日，在新邵县巨口铺镇中心小学
食堂门口，该学校一年级 3班学生唐嘉
兴在排队打到属于自己的“营养餐”后，
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巨口铺镇中心小学十分注
重营养午餐的膳食搭配，每天菜品都不
会重样。

“受疫情影响，目前学校还是实行
分时间段、分批次就餐，每桌安排一名
学生就餐，间隔距离保持一米。 ” 巨口
铺镇中心小学校长李文斌表示。

5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在距离巨口
铺镇中心小学十九公里的新田铺镇石
马江完全小学， 笔者看到该校二年级
班主任正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给学生发
放营养牛奶。“自从开展营养午餐以
后，学生中午在学校休息，休息期间都
由老师监管。 特别是疫情期间，学校更
加大了对食堂食材以及学生就餐的安
全管理。 ”石马江完全小学校长金红星
说。

自 2012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新邵县将学生
营养改善纳入民生工程，全县统一实施
“牛奶+中餐”模式，由学校食堂供餐。同
时，进一步加大学校食堂和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力度，推行财务“不盈不亏”、食
材“保质保量”、卫生“明厨亮灶”的管理
模式，不断提高食堂管理水平。

去年，该县共有 279 所中小学及教
学点被纳入计划实施范围，发放营养改
善计划资金 4000 余万元，让 11 万多名
农村孩子从吃上“营养餐”到吃好“营养
餐”。

新邵： 让农村孩子
吃好“营养餐”

道县：开展安全工作常态化督查

通讯员 邓和明 王伍英 本报记者 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