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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劳动教育每周不少于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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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双河长制”
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余永新 欧石峥 曹

新琴）6月19日，江永县2020年“双河长

制”进“百校千村”宣传活动在该县第三

小学举行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向学生

和群众讲解了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护、

学生防溺水、垃圾分类等知识，引导广大

师生积极参与河库管护，争当河库的保

护者，营造人人守河、人人护河、人人爱

河的浓厚氛围，共同守护好家乡的一江

碧水。活动现场共发放安全知识读本

1200份，水知识宣传单1200份，科普知识

手册1000册。

平江：开启
立体援教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徐稳安 丁海

燕）6月22日，全国首个大型援教公益

——2020 春晖学院开幕。近 20 位名

校长、名教师来到平江县，走进该县

乡村学校，进行为期两天的精准送教

下乡活动。活动通过 CCtalk 向全国

进行网络直播，开启了春晖援教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的立体模式。

春晖学院已走过十年，累计实地

培训乡村教师近 1.6 万名，线上培训

教师达40万人次。据了解，春晖援教

将进一步通过定点援教、跟岗学习、

网络直播等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

开启全方位的培训模式，不断丰富乡

村教育的内涵，造就更多的乡村优秀

师资和人才，助力教育脱贫和乡村振

兴。

本报讯（记者 董以良）在校内外建

设花园、菜地等实践基地，让学生感受

亲手种植的乐趣；“校社联动”让学生走

进社区深入体验不同职业；颁发劳动

“护照”、开展劳动技能闯关检测……6

月 17 日，由长沙市教育局举办的长沙

市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工作推进会在

砂子塘吉联小学举行，对全市中小学校

劳动教育下阶段的发展方向提出具体

要求，保证学校每周劳动实践教育不少

于1课时，每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学

会1-2项生活技能。

创建多元场地，打造劳动乐园
“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辣椒苗，这

是我们亲手栽种的黄瓜……”走进劳动

实践教育经验展示校之一的芙蓉区朝

阳小学的“青葵农场”，几名五年级的

“青葵小农”热情地为记者介绍他们的

劳动成果。自学校开发农场以来，教学

楼后面的这块绿色天地成为了孩子们

心中最喜爱的劳动乐园。

近年来，在劳动实践场所创建过程

中，长沙市各学校结合区域实际情况，

利用校内教学场地空间、整合利用学校

周边等开发出了一系列专用的劳动实

践场所，筑牢劳动实践教育主阵地。

2005年以来，长沙市每年定期开展市级

中小学劳动实践场所创建申报和考查

评估工作，共计评选出162所市级中小

学劳动实践场所重点建设学校，先后有

19所学校获湖南省农村中小学劳动实

践场所建设合格单位殊荣。

制定科学评价，激发劳动兴趣
当日，记者在砂子塘吉联小学看到

“劳动技能闯关检测”，25名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挑战削土豆皮，有 17 名学生挑

战成功，老师为他们盖上闯关成功的专

属奖章。通过比赛和奖励，让学生更直

观地体会劳动的快乐。该校还制作了

学校专属劳动货币，学生可以通过劳动

货币在秋收时节兑换种植的农作物，通

过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激励学生参与

劳动、爱上劳动。

近年来，长沙市在初中毕业生综合

素质等级评价标准中专门设置“社会实

践”指标，主要考察学生在社会生活中

动手操作、体验经历等情况。重点是学

生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实践、信息技术、

劳动技术、研究性学习等综合实践主题

活动的表现，今年 4 月，长沙市发布了

全国首个普通中小学校劳动教育状况

评价指标。

“引导各学校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

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劳动

实践教育，保证其每周不少于1课时。”

在推进会上，长沙市教育保障服务中心

主任陈珍坤介绍，长沙市中小学劳动实

践教育将从夯实家庭劳动实践教育基

础、提升学校劳动实践教育水平、拓宽校

外劳动实践教育渠道三个方面开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贵雄 秦

玲莉) 6 月 20 日至 21 日，新田县

“ 珍 爱 和 平 心 系 国 防 追 梦 未

来”2020 年“双拥杯”中小学生独

唱、独奏、独舞比赛在新田县一

中举行，本次青少年学生才艺展

示由该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与

新田县教育局联合主办，来自该

县的 50 所中小学校的 200 多名

学生参加。

此次比赛主题突出，独唱、独

舞、独奏中，《我和我的祖国》《唱

支山歌给党听》等歌颂祖国与军

旅曲目较往年明显增多，充分展

示了当代中小学生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

通过 2 天的紧张角逐，评委们从

206 个节目，评出一等奖 25 个，二

等奖43个，三等奖66个。优秀组

织奖12个，优秀指导老师25个。

新田：“三独”展才艺 逐青春

本报讯(通讯员 曾新桂 李立

财)“老师，我知道磁铁能吸引铁

的东西，在我国，上至航空下至探

海 等 很 多 领 域 ，都 用 到 了 磁 铁

……”近日，在涟源市小学科学工

作坊线下集中研修活动中，该市

实验学校教师朱丽娴执教的《磁

铁能吸到什么》，掀起了一波又一

波高潮，赢得了老师和学生的阵

阵掌声和啧啧称赞，参加集中研

修的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学有所获。

自5月21日以来，涟源市教研

师资培训中心充分发挥省教师培

训机构转型发展试点单位的优势，

结合“研训一体，理实结合”的特

色，创新教师研训工作方式，先后

组织小学语文、高中数学等 13 个

教师工作坊开展了线下集中研修

活动，共培训教师775人。

涟源:以工作坊研修促教师能力提升

东安：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陈燕玲 唐娟娟) 6

月18日，东安县教育局在该县舜德幼儿

园召开了以“陪伴是最好的教育”为主题

的讲座交流会，正式拉开了学前教育宣

传月活动的序幕。东安县教育局民教股

学前教育股股长唐铁玲、副股长王中富、

陈荣罡等出席了讲座交流会。全县公办

幼儿园和市县级优秀民办幼儿园园长及

骨干教师等60多人参加了讲座交流会。

交流会上，大家讲述了自己或身边

教师鲜活的故事。有的以教师的身份讲

述了自己如何与小朋友朝夕相伴，教给

孩子知识和技能；有的以家长的身份讲

述自己如何陪伴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与

同伴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的老师以

问题的形式切入，引出“陪伴是最好的教

育”这一主题，针对长期缺乏陪伴而形成

的亲子关系疏远、缺乏安全感、生活能力

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精

彩的故事，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鸣，也把

交流会推向了高潮。

5月19日，临武县2020年中小学生禁毒知识演讲比赛决赛在该县文

体广电中心演播厅圆满落幕。近年来，临武县高度重视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有效提升了全

县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图为该比赛的参赛选手“禁毒宣誓”。

李赟 摄影报道

蓝山：
“笔杆子”大比拼

本报讯（通讯员 杨乐乐）6月21

日，蓝山县2020年教师写作比赛在该

县教育局举行，来自该县教育系统的

55 名写作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闭

卷、现场作答形式，确保了公正和公

平性。

“现场写作比赛可以激发自己阅

读和写作的兴趣，还能为我们文学和

写作爱好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希望教

育系统能多举办这种比赛。”该县田

心学校教师钟浴榕在比赛后和身边

的同事交流自己的感受。

据悉，此次比赛参赛教师年龄最

大的有49岁，最小的20岁，其中有不

少教师曾在各级媒体发表通讯、随

笔、诗歌等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笔杆

子”。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春）

近日，祁阳县教育工委在该县

教师进修学校举行2020年入党

积极分子及发展对象培训班，

来自该县各县直（局直）学校、

镇街道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局机

关的 129 名入党积极分子及发

展对象参训。

参加培训的肖家镇中学副

校长李小福说：“通过培训学

习，我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和使命，在以后的工作

中，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全

面提升自己的能力。”

据了解，祁阳县教育工委

自 2017 年成立以来，理顺工作

机制，落实行业主管，接收管理

并指导全县教育系统基层党委25个、

党总支15个、党支部193个、党员3200

余名。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

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出特

色，党务业务联动推进，激发基层党建

活力。近四年发展教职工党员 105

名，储备入党积极分子400余名，表彰

或调训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1600余

人次。同时，大力推进以童心向党、经

典传承、未来梦想等为主要内容的“向

日葵”工程，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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