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评‘最美中职班主任’，这份荣誉

是沉甸甸的，这对我既是激励，更是鞭

策，让我更热爱这份事业。”4月27日，长

沙财经学校教师王朝霞如是说。28日晚

上，在长沙音乐厅，王朝霞和其他9位首

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获

奖者以及获提名奖的10位班主任，将共

同登上领奖台。

2020 年 9 月，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

学校“最美班主任”推选活动火热启动，

成了三湘大地上的一场盛事。先进典型

身上的感人事迹，在全省营造了尊师重

教的良好氛围。

全媒报道 致敬榜样力量
最美中职班主任是什么样子？2020

年9月底，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

美班主任”推选活动启动，由湖南省教育

厅联合湖南日报社、湖南中华职业教育

社、湖南省温暖工程基金会主办。湖南

日报、新湖南、三湘都市报、科教新报、华

声在线、湘微教育、湖南教育电视台、中

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协办。

全省各地各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推选工作。10月18日，经过推选委员会

的第一轮推选，从全省 412 所中职学校

班主任中遴选出的31名人选中，确定了

候选人20名。

10月19日零点，20名候选人在湖南

日报报网端微及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

教育电视台官微同步公示，并接受公众投

票。网络投票一开通，就刷爆了朋友圈。

截至10月25日24时投票截止，7天时间，

投票页面访问量总计1292万人次，20位候

选人共获得195.4323万人次投票。

10月27日下午，综合网络推

选和专家投票结果，最终推选结

果出炉。王朝霞、邓玉芳、李国

栋、杨鸿平、余燕艳、林利、赵付

雷、郭华林、曹云、魏华10人获“最

美班主任”称号；方薇、任岳、刘

静、刘红梅、陈小美、欧小东、周上

桥、钟敏为、郭明、曹文生10人获

“最美班主任”提名奖。

乘势而上。湖南日报社举旗

下媒体之力，充分发挥融媒体立

体发声优势，综合运用文字、图

片、视频、海报、H5等多种形式，

聚焦 20 位获奖者的典型事迹，立体化、

多层次、多角度、多声部地展示湖南“最

美中职班主任”的榜样力量。

一次全民参与的推选网络投票，一

篇篇生动的报道在媒体上铺开，网友们

纷纷参与活动并留言转发，将这群默默

无闻的老师们推到了社会关注的聚光灯

下，从校长、老师到学生，从校企合作的

企业方、校友到家长，都在为推选的 20

位优秀班主任奋力打call。

“这种老师真的是农村孩子心里的

光和希望，值得大家学习！”“这些班主任

都令人敬佩，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一

个个故事引人共鸣，从他们身上，我仿佛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这么负责任的老

师，学生真是太幸福了！”……

致力一线教育 诠释教师担当
一位位“最美班主任”，如一面旗

帜，为中职学校的老师树立了师德师风

的标杆。

被孩子们称作“老赵”的保靖县职业

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赵付雷，是安徽

人，操着南北混杂口音，发自内心地善待

这群冲动爱惹事的孩子们。他的全心付

出，让湘西边陲的留守学生习得技能，走

出大山。

“赵老师获得‘最美班主任’后，在整

个保靖职中教师们营造了一股争先创优

的浓厚氛围，大家都看到，原来在偏远地

区的学校干事创业，一样有机会登上这

么高的舞台。”该校校长彭景柱告诉记

者。在他看来，赵付雷不仅是学校老师

的榜样，更是全县教师值得学习的典范。

“会计人经常和表格、数据打交道，一

旦出错，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作为会计

专业的老师，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教师邓

玉芳用“一条必须画的线”来教育学生，

“这条线也是我为学生在法纪法规前画出

的线，他们还小，做老师的必须把

好这一关。”邓玉芳说。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需要一大批像邓玉芳老师这样的

奉献者和奠基人。”双峰县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朱均平说，不仅职

业教育需要这样的老师，基础教

育也需要这样的灵魂工程师。

“感谢你们的报道让更多人

读懂我们工作背后的意义和价

值。”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的“网红老师”魏华，担任班主

任已经21年。面对问题学生，他

提倡给予孩子百分之百的爱，“若爱，请

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魏华获评‘最美中职班主任’，既是

对零陵职业教育的肯定，也是对我区教

师队伍建设的肯定。”永州市零陵区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唐天光表示，下一步，零

陵区将立师德，树立新时代教师形象；强

师能，促新时代教师奋进；铸师魂，扬新时

代教师正气，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引领教师成长 赋能“三高四新”
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

主任”推选活动开展以来，在全社会营造

了尊师重教的浓郁氛围。

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崔书芳认为，

中职班主任是中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

实施者，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骨

干力量，是中职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

者。中职班主任工作是重要的育人工

作，在中职学校实施教书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沟通学校、家庭和用人单

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表示，推介一批长期在基层一线

从事班主任工作，育人成效显著、贡献突

出、事迹感人、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高中职

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水平，促进中等职

业教育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办好中职教育，必须要有一支爱学

生、懂学生、做学生引路人的班主任队

伍。”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介绍，中职学

生成长环境比较特殊，学习基础相对薄

弱，认同感需求强烈，因此中职教育是职业

教育的基础，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兜底。

他指出，这次活动树立了班主任工

作队伍的典型和标杆，这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

举措。通过“最美中职班主任”这个群

体，带动和引领全省中职班主任成长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践行“四有好

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要

求，政治强、情怀深、自律严、人格正的优

秀班主任，为我省“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

聚焦学校作业管理和中小学生健康管理
本报讯（记者 刘芬）2021 年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中小学作

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五个方

面工作。4月25日，教育部召开新闻通

气会，介绍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中

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有关情况，发

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针对五个管

理全部作出了规定，进一步为儿童青少

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中小学生作业管理“十条要求”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

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坚决扭转

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

能异化等突出问题，提出“十条要求”。

《通知》明确，教师对布置的学生作

业要全批全改,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

业总量，并区别不同学段和年级作出了

具体时间要求,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

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

中不超过 90 分钟。同时，要求各地要

把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

监管的重要内容，切实避免校内减负校

外增负。

学生健康管理将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宣传教

育引导，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小

学一至二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三至六

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每周2课

时，有条件的学校每天开设 1 节体育

课，确保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

课程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要求保证

体育活动时间，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中小学校每天统

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同时《通知》要求，中小学校要聚焦

“教会、勤练、常赛”，让每位学生掌握

1—2项运动技能。把体质健康管理工

作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评

价考核体系。同时，要求建立日常参

与、体育锻炼和竞赛、健康知识、体质监

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

机制，积极探索将体育竞赛成绩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

科教新报记者 胡荧

教育部近日发布了 2020 年全

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

经初步统计，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为 530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 为 4289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7.10%。2020 年全国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

经 费 总 投 入 分 别 为 4203 亿 元 、

24295亿元、8428亿元、13999亿元，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2.39% 、6.55% 、

9.14%、3.99%。

根据统计快报，2020年全国幼

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

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

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别

为 ：9.14% 、4.43% 、3.94% 、6.10% 、

6.5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

育经费总支出比上年下降3.78%。

据教育部官网

洞口县职业中专学校学生在进行实训操作洞口县职业中专学校学生在进行实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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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诠释了中职班主任“最美”的样子

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的学子们自信地走在校园里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的学子们自信地走在校园里。。 杨长桥杨长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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