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春季中小学收费标准出炉——

新增人工智能教育
和编程教育

本报讯（记者 刘芬）日前，《长沙市

2021 年春季中小学收费标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发布，2021年春季长

沙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教辅价格都

有相应变化。其中，中小学新增人工智

能教育和编程教育。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9

年度“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名单

的通知》精神，长沙市被列为2019年度

“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名单中。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

项目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规定：开设

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和实验项目，以应对

教育科技的“零点革命”。为此，长沙市

今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中3-6年级增加人

工智能教育，7-9年级增加编程教育。

增加书籍也使书价总价上升，如小

学五年级2020年春季223.8元，2021年春

增加了人工智能教育和语文素养读本

（区教育局增设，由区财政出资），书价总

费用为271.8元，增加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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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覃业彦 刘平）“我常和几个知心朋

友一起到社区农家书院读书，一起

交流，感觉真好！”2月22日，寒假里

快乐而充实的石门县四完小五年级

35班学生杨梦斐在微信里向班主任

向瑞汇报自己的阅读感受。在该

校，将阅读融入到课堂内外，已成为

师生学习和生活的常态。

据了解，2015 年，石门县启动

“中小学生阅读行动计划”，石门县

四完小从语文课堂改革入手落实行

动计划，将传统的单篇课文教学转

变为“单篇引路、单元整合、主题阅

读、读写共进”的教学模式，将传统

的语文课型拓展为精读引领课、群

文阅读课、好书推荐课、读书交流

课、作文指导课、综合展示课，还将

课内海量阅读与课外经典阅读融入

学生学习。

该校校长刘玉红介绍，在去年6

月12日学校举办的“小学语文主题

学习”观摩研讨活动中，教科室主任

唐丽和学生们现场演绎集诗词、器

乐、书法、舞蹈于一堂的课程，45 分

钟吟诵诗词24首，赢得听课教师的

阵阵掌声。

刘玉红回忆道：“2019 年11 月，

县教育局局长吴彧为学校募集‘阅

读基金’3 万元，学校多方筹集资金

10 万余元，4320 本书分年级按班次

有序地在学生中流动，保证每个学

生月月有新书读。”

“有好书读，还得让学生读好这

本书。”为此，学校将“整本书阅读”

概括为“两课一活动”，即一堂导读

课——推荐好书，教给阅读方法，和

孩子们一起在书海遨游。一堂交流

课——每一轮图书漂流接近尾声

时，各班都组织学生开展阅读展示

课。一次展示活动——定期组织诵

读比赛、读书笔记评选等活动，鼓励

学生个性化表达。

经过一系列探索和实践，该校

学生在湖南省“问候春天”诗歌创作

大赛中，有53篇作品获奖;在第十一

届至第十五届湖南省青少年作文大

赛中，有268篇作品获奖。凭借扎实

的成绩，学校被评为石门县“诗教工

作进校园”先进单位、石门县“书香校

园”。

嘉禾县：
务虚会推动新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李观飞）2月19日，嘉禾县

教育局召开2021年教育工作务虚会。会上，与

会人员聚焦质量核心、规范管理、高效履职，围

绕如何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如何全

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何推动全县教育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设想，讲对策、谈思路。

该县副县长李莉强调，2021年是我国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也是该

县大力实施“践行新理念，建设新铸都”战略，

奋力开启嘉禾“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

第一年，做好2021年教育工作意义重大、责任

重大。全县教育系统要守住底线，紧扣“保五

争三”年度目标，打好教育质量提升攻坚战。

要守住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

育改革创新，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让每一个孩

子享受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要守住校园，毫

不松懈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从严从细夯实

学校各项安全工作，确保校园师生平安健

康。

为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2 月 21

日，江永县第三小学利用寒假

通过家校微信群，采取“小手拉

大手”方式，组织全校2000多名

学生家长和孩子一同观看《家

风家教》视频动画片。用生动

的生活小事深入浅出的阐明家

风家训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意

义，培养孩子们勤奋好学，自立

自强，孝亲敬老，乐群合作的优

良品德。图为一家长与孩子一

同看《家风家教》动画片。

通讯员 欧石峥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全省新

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科教新

报》已对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持证人

员情况进行了核检。现将我单位拟通

过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如下，公示期2021年2月24日—3月9

日。

核验人员名单：王明辉 黄维 彭

静 刘芬 胡荧 王燕 龙力

监督举报电话：

湖 南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0731-

82688112

科教新报社：0731-8432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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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4日

凤凰：
加快学校项目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龙志先 麻炳周）“在确保

工程质量的同时要加快工程进度，加快设备配

备，并在6月之前全部安装到位，确保在高考期

间能够投入使用”。2月20日，临近开学，凤凰

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王小兵率计划财务股、

电教仪器站主要负责人深入该县高级中学教

学楼建设现场，查看工程建设进度，调查统计

配套设备有关情况。

王小兵一行先后深入了沱江小学、高级中

学、黄丝桥中学察看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春节

后的复工情况、施工安全管理、工程质量、施工

进度和设备配备进展情况。

据了解，2021年凤凰县规划教育建设项目

12个，总体增加学位13710个。

遗失启事
《华声》杂志记者王兴银，不慎将

本 人 记 者 证 遗 失 ，记 者 证 号

K43147166000010,即日起作废，特此

声明。

华声杂志社

2021年2月24日

一次外出学习，我与名校一

群学生聊天，问及他们喜欢什么

样的老师时，孩子们嚷开了……

伶牙俐齿的小班长说：“我们喜欢

的老师应有一张明星般的脸，有

着像主持人那样动听的声音，她

的语言应像相声演员那样幽默风趣，最

重要的她爱我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哇，那不就是天使吗？”“她就是天使

呀！这位天使就是我们的吴老师啊！”

和孩子们在一起十几天的日子，我

亲眼目睹这位其貌不扬却“天使”般存

在孩子们心中的吴老师，她是如何用爱

来换取爱，用信任换取信任的。

吴老师让我更坚信了马卡连柯的

一句话:爱是种最伟大的事情，它是在

创造奇迹，创造新的人，创造人类最伟

大的珍贵事物。我暗下决心，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用行动诠释“爱”这个字。

故事一：宽容是金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想把教学任务

完成而拖堂了几分钟。这让我这个从

来不愿意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的人心里

有点内疚，正当我一条腿迈出教室门槛

时，小广播黄同学嚷开了：“李老师！陈

同学说你耽误我们的休息时间，骂你是

‘老不死’”。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起

来，接下来是死一般的沉寂。几十双眼

睛盯着我，他们是在告诉我:暴风雨就

要来了。可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笑着

说：“‘老不死’不就是长命百岁吗？这

不是对我很好的祝福吗？”孩子们感动

了，立即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而那孩

子把头垂得很低很低。铃声响了，孩子

们都走进了教室，我也进了办公室。

下午思品课，我先为上午拖堂的事

给孩子们道歉，然后讲了两个故事，一

个是《程门立雪》；一个是毛主席尊师的

故事:有一次毛主席在家宴请一些德高

望重的长辈，他让他的老师徐特立坐上

席，并对他说：“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

您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也必定是

我的先生。”深受国人爱戴和敬重的伟

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尊师重教的榜样

呀！我的故事刚讲完，陈同学红着脸站

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李老师，对不起，

我现在正式祝你长命百岁！”教室里顿

时掌声雷动。

故事二：鼓励是良药
据说林清玄小时候成绩很差，有一

次班主任老师对他说：“我用我的生命

保证，你将来一定会成功！”（后来，林清

玄才知道老师向班上 50 名同学都说

过）林清玄听后，像是内心种子被唤醒

了，他异常努力，坚持写作。

我也曾这样依葫芦画瓢：曾同学是

班上出了名的“捣蛋大王”，才把女生头

上的蝴蝶结弄坏，又把毛毛虫放进了另

个同学的书桌，周围的同学常被他弄得

鸡犬不宁。一旦有人告状，他回到家又

免不了父母的一顿“竹笋炒肉”。我发

现这个孩子偏爱画画，就抓住契机

与其家长沟通，表扬孩子有画画的

天赋，让他去向专业老师学习，并

鼓励他一定会有很深的造诣。据

说，他妈妈把我表扬他的话原原本

本地告诉了他，他激动得嚎啕大

哭，边抹眼泪边说：“李老师好久没有

表扬我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后来，我把同样的话在班上说了一

遍，下课之后曾同学跑向我，说他一定

努力学好画画，长大后当画家。两母子

主动承担了一期的黑板报，妈妈有意往

孩子脸上贴金，把精美的板报功劳都推

到了孩子身上。我也夸赞了板报上的

画栩栩如生，色彩搭配协调，得到了其

他同学连连赞叹。自从有了第一次成

功的喜悦，曾同学更痴迷于画画了。课

后，别人都在嬉戏，他伏在桌上画得有

滋有味，周末也向专业的老师请教。一

学期下来，他的绘画果然更上一层楼。

为了充分发挥曾同学的才能，我决定今

后由他担任组长，另选几个同学配合他

出板报。每期板报，他们都能认真地完

成，并得到其他老师和大队部的好评，

我又趁热打铁，给予鼓励：“画画得这么

好，学习和思想也不能掉队呀！”渐渐

地，曾同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

种子，只有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

灿烂绽放，有的花则需要经过漫长的等

待。”但不管怎样，种子的发芽需要土地

的滋养，春光的照耀，雨水的浇灌，而孩

子的茁壮成长需要爱！

石门县四完小：书香漫校园

爱是伟大的事情
郴州市第三完全小学 李郭新

云课堂开展家庭教育

公公 示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