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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学校自主研发的教育App不得收费
本报讯(通讯员 黄军山)为规范教
育 App 的应用和管理，4 月 25 日，长沙
市教育局规定，自主研发的教育 App 不
得收取任何费用，选用的其他 App 对于
成绩、评语等基础功能不得收费，收费
功能必须公开透明、自愿选择，且不得
与评优挂钩。
近年，
长沙市教育局、
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先后印发了《长沙市联合开展教
育类移动应用程序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
《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App管理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
推行校园App及程序审
查备案制度，
通过严把入口关，
引导教育
移动应用健康有序发展。为巩固专项整
治成果，
进一步加强教育移动应用程序
的监管，
做到科学运用、扬长避短、服务
师生，
市教育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市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要求，长沙各区县(市)教育
局、各学校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必须为
经教育部备案的产品，
严禁使用非备案
产品。所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
服务内
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党的教育

方针、体现素质教育导向, 严禁强迫用
户授权提供个人隐私信息、严格控制数
据采集使用范围。
《通知》规定，
学校在使用教育移动
应用前，要检查应用的等级保护资料、
教育部备案资料，
并全面核实各功能模
块，避免出现移动应用隐藏收费情况。
学校要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
确保
信息安全；
要与服务企业要签订数据保
密协议、网络安全责任协议，要求企业
不得将教育应用中产生的数据泄露给
第三方，或作其他用途；提供教育 App
的企业应随时将应用产生的数据推送
给教育部门。
为规范教育移动应用收费行为，
长
沙市教育局规定：教育部门和学校自主
开发、部署校内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
不得向学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学校
选用的其他教育移动应用，
有关学生成
绩、教师评语、日常考勤、家校互联等基
础内容必须免费；
具有收费行为的相关
业务必须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
由学生
家长自愿选择，
并提供相关业务相应的
其他免费服务方式。同时，
收费功能不

江华：五月举办﹃中陶会﹄

湘乡：举办首届
校园足球联赛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梅）4 月 24 日，湘乡
市举办首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比赛在
湘乡一中北校区、一中南校区、湘乡四中、起
凤学校四个赛点进行，共有 24 支代表队 342
名足球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高中男子组、
女子组，
初中男子组、女子组等八个组别。
绿茵场上，足球健将们尽情挥洒汗水，
紧密配合，以娴熟的带球技术和多变的战
术，上演着“速度与激情”，充分展现了该市
中小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湘乡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比
赛为契机，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持续优化青
少年足球竞赛体系，丰富阳光体育活动方
式，
推动全市校园体育的健康发展。

运动健儿展英姿

4 月 26 日，桂东县举行 2021 年中小学生运动会暨教职工运动会开
幕式。704 名运动健儿激情迸发。本届运动会历时 4 天，设有田径、篮
球、乒乓球等 3 大项目、20 个小项目。一年一度运动会的举办，既是该
县坚持“五育并举”、
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学校体育工作、
师生体育素质和精神风貌的全面检阅。
钟俊菲 摄影报道

宜章：
“学党史强师德”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欧志强 胡
本孝）4 月 25 日，宜章县玉溪镇学
校会议室座无虚席，
“ 中国好人”
张玉春、
“ 全国劳模”李建龙亲身
讲述“劳模工匠精神”，给师生作
“学党史强师德”
专题宣讲。
“从空军上校到乡村
‘教娃郎’
，
从一个人至一个团队，张玉春老
师为了学生放弃陪伴家人，这是
多 么 崇 高 的 奉 献 精 神 ，太 感 人
了！”玉溪镇学校教师黄湘儒在分
享学习体会时发出感叹，并表示
以后将坚守岗位，不忘立德树人
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使命。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宜章县教育系统紧扣“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目标要求，结合全县教育实际，围
绕“学党史强师德，办人民满意教
育”主题，广泛开展师德师风、
“劳
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
据统计，目前该县教育系统开展
宣讲活动达 16 场，1200 余名教师
聆听了宣讲，并撰写深刻学习体
会。
据宜章县教育局负责人介
绍 ，该 县 教 育 系 统 将 继 续 组 织
“工匠劳模”和身边的师德标兵
深入学校宣讲，用先进典型和感
人事迹引领教师争做“四有”好
老师，引领学生争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洞口：
县纪委书记
为200名校长上党课
本报讯（通讯员 肖彬 米赛男）
“让
清廉校风营造更加廉洁的氛围，给孩子
一个更加清朗的成长空间。”4 月 26 日，
洞口县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在该县芙蓉学校报告厅召开，全县 200
余名中小学校长参加。
会上，洞口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代理主任戴求兵在大会上给全县
中小学校长上了一堂题为《坚持从严纠
风治教，主动融入清廉洞口建设》的党
课。戴求兵指出，教育事关千家万户，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要办人民满意教育，要
杜绝教育腐败，杜绝教师不务正业、行为
失范、心猿意马的现象。

石门：
师生共享
“精神大餐”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贺全支)近
日，石门县“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
题教育读书活动演讲朗诵大赛在湖南省
湘北职业中专学校报告大厅举行，400 多
名师生共享
“红心向党”
最美
“精神大餐”。
此次比赛由石门县关工委、县文明
办、县教育局、县文旅广体局、团县委、县
妇联联合主办，大赛包括演讲、朗诵两个
项目，每个项目分高中、初中、小学三个赛
组共 73 名选手参加比赛，评出的 10 个特
等奖作品将参加市、省、国家等层层选拔
赛。
《红旗展，山河圆》
《家庭党课浸我心》
《红船，从南湖起航》……参赛选手围绕
“红心向党”主题，结合石门县红色革命历
史，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讲
述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故事;结合新时代
党员的光辉形象，讲述扶贫楷模的故事；
结合身边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讲述“壶
瓶屋脊电骡子”
“疫情中的小姐妹”等动人
故事；
结合自己的生活亲历，表达自己“知
党恩”
“感党恩”
“红心向党”
“当红色接班
人”的心路和决心。台上激情演讲、朗诵，
台下澎湃聆听，
不时掌声雷动。
“这是一场演讲与朗诵的技艺展演，
也是各校读书活动的精彩奉献，更是‘党
史进校园’教育活动深入开展的结晶。”该
县教育局负责人感言。

零陵：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世日）乡村教
育“江华模式”全国推介会暨“幸福教
育和教师”高峰论坛、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年会
（以下简称“中陶会”
）将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连日
来，现场组成员深入参观点学校有序
推进各项准备工作，从学校形象、特
色、内涵、参观路线，校内解说词、学
校简介等进行落实。
为做好各项会议准备工作，4 月
中旬，该县委、县政府召开“中陶会”
专题会议，成立会务组、资料组、现场
组等 13 个工作小组，全面研究部署会
议工作。同时，各组明确了责任人和
时间节点，实行每天一调度，确保每
一项工作落实到位。
2013 年以来，该县不断探索、改革、实
践，探索出了“美丽校园、幸福师生、理想教
育”江华民族品质教育的乡村教育模式。
据悉，
“ 中陶会”将有全国各省市教育局局
长、校长和教师等近 800 人参加，全国政协常
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中陶会”会
长朱永新等专家学者和领导将作学术报告
及论坛交流。

得与评优挂钩，
任何学校和教师不得参
与运营、收费。
“长沙作为全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
区创建区域，大力推动网络学习空间
‘人人通’建设及普及应用。”长沙市教
育局副局长缪雅琴表示，
“人人通”空间
有机融合了“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综合
实践活动管理、体质健康信息管理、教
育质量综合评价管理和在线学习中心”
等软件，形成了一整套集日常管理、在
线学习、成长记录、作业布置、家校互
联、互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应用体系。
长沙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黄
旭表示，
长沙市中小学生“人人通”空间
根据应用需要在不断优化升级，
力争建
设成师生好用、爱用、常用的教育应用。
“长沙市教育局推出的长沙市中小
学生‘人人通’空间供全市各学校和广
大师生免费使用，移动端入口为‘长沙
教育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
”缪雅琴提
醒，近期个别媒体报道中所使用的“人
人通”图片，以及其它以“人人通”命名
的 App，都不是长沙市教育局官方指定
的 App。

校对：
杨红章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天武 何
礼楷）近日，
永州市零陵区中学英
语王天武名师工作室与零陵区珠
山镇中学青年英语教师手拉手结
对活动在零陵区珠山镇中学举
行。
此次活动，共结成 10 对师徒
教师。珠山镇中学领导为导师颁
发了聘书，并举行拜师仪式。仪
式结束后，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
代表，以自身的工作历程和教师
专业成长经历为例，分享了自己
关于师徒结对的思考，传授了个
人带徒弟的经验。
为了实现城乡英语教学互助
共进、青年英语教师一同成长的
目标，零陵区中学英语王天武名
师工作室制定了“师徒结对互助工作方
案”，由工作室骨干教师与乡镇中学青年
教师结成互学成长共同体，周期为一学
年，坚持每周进行一次网络备课，每月进
行一次互相听课，每学期同上一节示范
汇报课，每学期完成一份师徒结对互助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