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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在全省中小学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就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体育、美育工作进行

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

署。其中提到，推广中

华传统体育项目，丰富

艺术实践活动。

在不少民族地区

的校园里，学校美育和

体育的拓展与民族文

化的传承紧密结合，别样的课程让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

图为鄂温克旗辉苏木中心校的学生们进行传统体育运动抢枢。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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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

要求做好 2021 届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

业工作，保证2021届部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全部安

排到中小学校任教。

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持续组织公费师范

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优先利

用空编接收等办法，保障符合

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

有岗，严禁“有编不补”，全部

落实任教学校。2021 年 5 月

底前，确保 90%的公费师范生

通 过 双 向 选 择 落 实 任 教 学

校。2021 年 6 月底仍未签约

的公费师范生，其档案、户口

等迁转至生源所在地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由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

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中小学

校任教。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

中小学校要在入编入岗、工资

发放、待遇落实等方面完善保

障。各地要将公费师范生履

约任教后的在职培训纳入“国

培计划”“省培计划”，要落实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艰苦边远

地区津贴等优惠政策，为公费

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提供办公

场所、周转宿舍等必要的工作生活

条件，吸引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到农

村中小学任教。

据悉，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公费师范生就业工作督查机制，对

于公费师范生就业工作落实不力的

地方，将酌情减少部属师范大学在当

地的招生计划。

摘自《人民日报》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截至2020年

12月，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以下简

称“云平台”）浏览次数 24.60 亿，访问

人次20.22亿，用户覆盖包括港澳台在

内的全国所有省（区、市）及全球174个

国家和地区，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

广泛好评。

“停课不停学”这一疫情防控的应

急之举，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

模在线教育实践。云平台作为保障

“停课不停学”的“国家队”经受住了考

验，为1.8亿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提供

了重要支撑。

云平台于2020年2月17日正式开

通，上线了4649课时的小学、初中、高

中各学段主要学科课程学习资源和丰

富的专题教育资源。秋季学期，课程

学习资源实现了从疫情期间应急方案

到精品课程的全面升级。资源以微课

视频为主要形式，中学微课时长为 20

至25分钟、小学微课时长为15至20分

钟，符合网上学习特点及视力保护的

需求；采用“教师讲解+多媒体大屏”的

形式，最大限度还原课堂教学的真实

场景，复现课堂教学的现场感，契合中

小学生的认知习惯和需求。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丰富云平

台中的教学资源，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共用，拓展完善平台功能，提供更加多

样的服务和支持。 据中国网

本报讯（记者 王燕 陈洁）1

月15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全

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

专业统一考试考生成绩和统考合

格线，各专业统考合格线均为

155 分。考生即日起可登录湖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

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

或潇湘高考APP查询本人成绩。

各专业一分段统计表和取

得合格资格的考生（不含报名参

加我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

考试的考生）名单在湖南省教育

考 试 院 官 网（http://jyt.hunan.

gov.cn/sjyt/hnsjyksy/）公示，并可

通过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潇湘高考

APP 打印《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

合格证》。

根据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

业招生政策规定，参加2021年全

省艺术类统考并取得合格资格的

考生（不含报名参加我省普通高

等学校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方

可报名参加部属、外省省属院校

自行组织的艺术类专业考试（以

下简称“校考”）；我省艺术类统考已涵盖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

版）》中“艺术学门类”下设的专业，凡报考

艺术类专业（含按艺术类招生的所有专业）

的考生必须选择相应或相近的专业类别参

加全省统考。没有取得艺术类专业全省统

考合格资格的考生，不能录取到艺术类本

科专业。

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政策规定，我省省

属高校所有艺术类专业、在湘部属高校的

美术类专业、省外民办高校（参照独立设置

本科艺术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民办院校的

部分专业除外）和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

专业、省外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

以及其他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

校（专业）在湘招生录取时，直接使用我省

统考相关专业成绩，不得组织湖南考生参

加校考。

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

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

的少数高校）在湘招生录取时，可组织校考，

使用校考成绩。上述高校以外的来湘招生

本科高校不得组织我省美术类统考所涵盖

专业的校考，应直接使用全省统考成绩。

本报讯（记者 贺威）1月15日，全

省中小学校党建工作会议召开。省委

副书记乌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按照中央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的意见》

部署要求，着力抓基层、强基础，全面

提升中小学党建工作水平。副省长吴

桂英主持。

乌兰指出，抓好中小学校党建工

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

是促进中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保证，是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的内在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

和中小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

想认识，切实增强加强和改进中小学

校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乌兰强调，要把握重点环节，着力

强化政治功能，把中小学校党组织核

心作用发挥好，厘清党组织和行政职

责边界，完善领导班子配备、议事决策

制度、协调运行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

促进中小学校党组织更好履职尽责、

发挥作用。要夯实工作基础，选优配

强领导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全面

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确保党组织

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要严格教育管

理，把党务工作队伍建好建强，着力解

决中小学党务工作者地位不高、待遇

偏低、动力不足等问题。要着力铸魂

育人，抓好学生德育工作和教职工思

想政治引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创新工作方法和党建载体，精

心打造特色品牌，确保党建和业务同

向发力、同频共振。

乌兰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加

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层层落实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努力营

造大抓党建的工作合力，确保党对中

小学校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县市区，

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作了发言。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访问人次20.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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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中小学校党建工作水平

（上接01版）

在耒阳市，学校推举优秀党员教师进

行事迹宣讲，成了破解学校党建形式单

一、在职党员教师学习时间分散、人员难

集中、教师思政教育落实难等问题的重要

手段。除了宣讲外，各学校也采取不同方

式加强党建工作。耒阳二中通过“压担

子、搭台子”的方式，引导党员教师把好教

学关、教导关、教研关“三关”，锻造教师成

为学校教书育人的中坚；金华学校设立党

员先锋岗，定期评选学校优秀党员。

“要推动学校党建工作的开展，打造

具有耒阳特色党建融合教育体系，关键在

于能否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长效机

制。”耒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耒阳市教育系统将科学合理设计教师队

伍建设的内容和方法，真正搭建起一种适

合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体系。

党建+红色文化的独特演绎
“幽兰奕奕待冬开，绿叶青葱映画

台。初访素英珠露坠，香迎十步出庭

来……”1月18日上午，在若兰小学五年

级2班教室内，党员教师姜霞绘声绘色地

给学生们讲解歌颂革命英雄伍若兰的生

平诗词。

精彩的课堂演绎，背后却是若兰小学

对本土红色文化的深入挖掘。学校校长李

路林告诉记者，基于本土革命人物进行红

色文化宣讲更有难度。“市面上关于伍若兰

的历史书籍相对较少，我们邀请了耒阳市

党史专家为我们把关，在打磨了三个月后，

关于伍若兰的校本课程才正式出炉。”

2019 年，耒阳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了

《耒阳市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三年行动计

划》，其中明确提到，要推动本土红色文化

进校园，将党建工作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进行深度融合。而为了推动红色文化在

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耒阳市部分学校更是

把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1月18日下午，在谢维俊故居里，伴

随着清脆的童声，谢维俊的生平往事从一

名小女孩口中娓娓道来。而这名负责向

游人宣讲谢维俊事迹的讲解员，是来自淝

田镇中心小学学生雷鑫格。

“谢维俊故居建成后，极大程度地调

动起孩子们对耒阳本土红色文化的兴趣

与喜爱，雷鑫格就是其中一员。”淝田镇

中心学校校长段红春告诉记者，为推动

谢维俊精神在学校落地生根，学校还专

门修建了谢维俊事迹展览长廊，让学生

更深入了解谢维俊的事迹，感受他的革

命奋斗精神。

“对我来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新

的成长。”雷鑫格说。在谢维俊故居建成

后，自己报名参加了故居的讲解员选拔，最

终靠着在学校学习的谢维俊事迹，以优异

的成绩成为了谢维俊故居的义务讲解员。

为了推动耒阳本土红色文化覆盖到

全市的每一所学校，由衡阳市委常委、耒

阳市委书记罗琼牵头，多部门联合编撰了

《耒阳红色故事汇》，将作为学生的校本教

材与课堂读物，在今年春季开学时投入使

用。“目前，学校已经组织学校教师进行集

体备课磨课，让党员授课教师做到心中有

数，更好地让学生学习了解发生在耒阳的

革命故事。”耒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2021 年，立足建党一百周年，耒

阳教育系统将走进学校集中宣讲“党员

好故事”等一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