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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江永县思源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在展示禁烟标识。当天是世

界无烟日，江永县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禁烟宣传主题活动，呼吁人们远

离烟草，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无烟环境。

田如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燕 通讯

员 李杰 何英)为了提升乡村教

师信息技术以及学科深度融合

实践与研究能力，共享信息技术

与学科融合研究成果，5 月 27

日，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邓芸、

湖南省教科院科学研究所基础

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建琼、长沙市

教师工作处处长陈利群深入长

沙县第六中学调研市级农村名

师工作站（高建军生物名师工作

室、何灵芝英语名师工作室）工

作情况。

邓芸一行在长沙县六中召

开调研座谈会，在听取学校发展

和名师工作站工作情况后，邓芸

提出三点希望：认真总结农村名

师工作站三年来的宝贵经验，从

而赋能学校教育发展;农村名师

工作站的专家和名师继续指导

长沙县第六中学的教学和教研，提升办

学质量;学校及时更新办学理念，努力

提高办学水平与育人水平，开创课程改

革的新路。

截至目前，长沙市在建农村名师工

作站30个，已结业35个。长沙市名师

工作室的名师到农村学校设立名师工

作站，为期3年，进行新一轮的“辐射带

动”，通过采用按订单送教、精准化指

导、家门口培训等方式，促进乡村教师

专业成长，助力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优

化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舒钟亚

陈鹏）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各

级各类学校举行了庆祝“建党

一百周年暨六·一儿童节”文艺

活动。

在方家屯小学，“传承红色

基因、一颗红心向党”活动如火

如荼进行。舞蹈、合唱、诗词朗

诵、情景剧……特别是全体教

师表演的《永远跟党走》把活动

推向高潮；在新晃一中的操场

上歌声此起彼伏，学校正在举

办“重温红色经典，共抒爱国情

怀”为主题的大合唱比赛，展示全体学

生热爱党、心向党的精神风貌；在李树

小学的校园里，同学们用响亮的声音进

行新队员入队宣誓，该校正在举行“红

领巾心向党”新队员入队仪式，鲜艳的

红领巾照映在新队员自豪坚定的脸上，

让新队员知道严格要求自己，为鲜红的

红领巾添一颗“红心”。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65所学校陆续

举办系列文艺活动，以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程为轴线，4万余师生学习了党史、增

强了爱国爱党观念、增进了学生爱党敬

党的情感。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浩) 5 月 27

日，在沅江市凌云幼儿园操场上，沅

江市区 8 个足球特色幼儿园的参赛

队伍参加沅江市首届幼儿足球技能

大赛。此次大赛由沅江市教育局举

办、凌云幼儿园承办。

本次大赛共设绕杆、踩球、点球

能手、变向踩点跑、足球操(自编)五个

项目，虽然参赛幼儿只有四五岁，但

他们表现得自信、勇敢。

凌云幼儿园园长曹英表示，孩

子们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的表现超

出了预期。同时，通过比赛，她清楚

认识到各支队伍的实力和弱点，这

对今后更好地进行足球教学很有帮

助。

道县：1712名教师
接受“检阅”

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杨源华）5

月29日，道县举行2021年上学期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文化知识考试。

此次考试人员为全县中小学50周

岁以下的在职教师，小学考试科目为

数学、英语；初中考试科目为语文、物

理、化学、生物，共 1712 名教师参加。

各校参考教师由校长带队参考，道县

教育局干部职工担任监考和考务工

作，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林静到场

巡察考场秩序。考试成绩列入教师业

务档案，并作为晋职晋级、评先评优、

进城和绩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对业

务考试成绩优秀者颁发奖励证书。

本报讯（通讯员 王枚生 谌愿

平）“开考铃，考生开始作答。”信号员

发出指令，考生挥笔疾书。5 月 24

日，安化县 2021 年教师招聘考试笔

试开考。2231名有意向加盟安化教

育的有志青年竞聘210个岗位，其中

中小学学科教师190名，幼师20名。

安化 2021 年共安排 560 个全额

事业编制教师计划。3月份以来，县

教育局、县委编办、县人社局多次到

高校组织全日制师范类毕业生直接

招聘，已有186人签订了聘用协议。

教育发展，教师为本。安化利用

5133高层次人才引进、县内选考、县

外选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优秀人才

进入教育系统，并储备了未满三年服

务期的特岗教师282名，在读免费师

范生1103名。2021年招募特岗计划

50人、免费师范生培养申报计划260

人。安化着力打造一支年轻化、专业

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近几年新增在

编教师 2000 余名，为推进安化师资

结构改革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

桃江：
举行中职教学比武

本报讯（通讯员 李灿明 高晓莉）

近日，桃江县第三届中职教师教学比

武总决赛在县职业中专举行。来自该

县 2 所中职学校的 26 名教师，分别执

教22堂公共课与专业课。邀请益阳市

教科院专家担任专业课评委，县教研

室教研员担任公共课评委，共产生一

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0名。

桃江县中职教师教学大比武每 2

年举办一次。通过综合考察教师的课

堂教学、专业引领、教育科研等综合能

力，从中选拔优秀教师参加省市中职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我们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总体思路，以

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为着力点，构建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好生

态。”桃江县教育局职成股股长项荣

说。

永定区：241名
教育人集中“充电”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莲）为全面促

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5

月30日，由张家界永定区教师进修学校

举办的为期两天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2.0培训落下帷幕。永定区中小

学校（园）长及业务校长、各校信息技术

管理人员、相关专家团队及骨干教师共

计241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三位专家分别以

《湖南省能力提升工程2.0实施与探索》

《立足校本，提升能力——线上线下有效

融合的途径和方法》《能力点考核及其应

对策略》为题作了讲座。通过聆听专家

的讲座，参训学员对提升工程2.0有了更

深入地了解，为永定区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整校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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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燕）高考进入最后

倒计时！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给考生

营造一个平安、健康又温馨的考试环

境，湖南各地扎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

2021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围绕“难点”“痛点”“堵点”，确保两
考安全平稳

5月25日，新邵县召开高考全工作

会议，分析了全县高考工作面临的形

势，对高考安全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上，新邵县委书记、县长陈历

贤强调，有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形成

合力，全力以赴实现“四不、四保”平

安高考目标；相关部门要排查隐患，

做好预案，注重细节管理，严格全程

安全把控，严查作弊线索、严整考试

环境、严打助考犯罪、抓好考场管理，

以有效举措防范考试舞弊；各单位要

围绕“难点”“痛点”“堵点”主动作为，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开展好高考护

航行动，关爱特殊考生，打造和谐高

考。

各部门全力为考试护航
芷江县今年有 1533 人参加高考，

共设 1 个考点 54 个考室；有 2854 人参

加学考，共设1个考点97个考室。5月

28 日，芷江县召开 2021 年高考学考工

作协调会。芷江县副县长王圣其在会

上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以更

严的组织、更严的措施、更严的管理、更

严的保障共同为高考、学考保驾护航，

为考生创造良好的应考环境，确保全县

高考顺利圆满。

会前，王圣其带领各招生考试委会

员成员单位相关责任人对芷江县一中

考点周边环境、送考车辆停放、考点入

场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会

上听取了2021年高考和学考工作情况

汇报，针对存在的短板弱项问题进一步

完善相关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要求水

电供应、噪音污染治理等重点任务实行

领导AB岗双人负责制，确保工作零差

错、零事故。

压实安全责任 打造平安“三考”
“今年的高考肩负着特别的使命，

我们要把安全组考作为检验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5 月

31 日，2021 年安化县“三考”安全工作

会议上，安化县委副书记周登高对这次

“三考”工作做出重要部署和要求。

2021 年“三考”时间贯穿 6 月份，

安化县参考总人数达到 3 万余名。安

化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唐业表

示，这次“三考”是对我县综合实力的

大检查，为营造“健康、公平、平稳、温

馨”的考试环境，特别设置巡考组、纪

检监察组、信号组、设备组等 14 个组

考机构，布置缜密，分工明确，确保组

织工作平稳有序，实现“三保两零”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