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4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美

好家风我传承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022 年春季开学第一课直播活动举

行，雨花区十万学生同步观看。现场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开启微论坛，共议如何创建良好

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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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学子同上“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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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经

国务院批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名单更新公布，新一轮建设正式启

动。

经过“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研

究，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比

选为手段，确定了新一轮建设高校及学

科范围。公布的名单共有建设高校147

所。建设学科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学等基础学科布局 59 个、工程类学科

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92个。

其中，湖南有5所高校15个学科入

列，分别是湘潭大学的数学学科，湖南大

学的化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学科，中

南大学的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

程、矿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湖南

师范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国防科

技大学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与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名单相

比，我省新增了 1 所高校——湘潭大学

（全国共新增 7 所高校）、3 个建设学科

（分别为湘潭大学的数学、湖南大学的电

气工程、中南大学的交通运输工程），本

轮入选的高校数量和学科数量均位列全

国第8。

为增强建设动力，完善约束机制，对

首轮建设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相比

同类学科在整体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

能力和成长提升程度方面相对偏后的部

分学科给予警示，相关学科应加强整改，

2023 年接受再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

调出建设范围。 据湘微教育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的精神，深化幼儿

园教育改革，推动各地健全科学的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教

育部近日印发《幼儿园保育教育质

量评估指南》（以下简称《评估指

南》）。

《评估指南》聚焦幼儿园保育教

育过程及影响保育教育质量的关键

要素，围绕办园方向、保育与安全、

教育过程、环境创设、教师队伍五个

方面提出了 15 项关键指标和 48 个

考查要点，旨在引导幼儿园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

规律，坚持保育教育结合，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不断提高幼儿园办园水

平和保教质量。

《评估指南》强调要树立科学的

评价导向，改进评估方式，突出过

程评估，强化自我评估，聚焦班级

观察，重点关注幼儿园提升保教

水平的努力程度和改进过程，切

实扭转“重结果轻过程、重硬件轻

内涵、重他评轻自评”等非科学倾

向，推动以评促建，引导办好每一

所幼儿园。严禁用直接测查幼儿能力和

发展水平的方式评估幼儿园保教质量。

《评估指南》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幼

儿园保教质量评估工作，将其作为促进学

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重要举措，纳入本地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

重要内容。各地要加强经费、人员等方面

的保障，完善评估标准，支持开展评估研

究，确保评估有效实施。要将幼儿园保教

质量评估与其它相关评估统筹实施，避免

重复评估，切实减轻基层和幼儿园迎检负

担。 据微信教育

在人民路小学，近千个由学生在寒

假手工制作的花灯从校门口一路悬挂至

教学楼，火红一片蔚为壮观。这些花灯

不仅有浓浓的春节气息，还加入了生肖

及冬奥元素，同时制作材料皆为家中废

旧可回收物品，既环保又美观，提前将元

宵气氛点燃。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猜猜这

个灯谜是说的哪一个传统节日？”在长沙

市明德华兴中学的操场上，校长陈迪夫

为学生送上了新学期的第一份惊喜——

“新年红包”。

“临近元宵节，这样耳目一新的开学

典礼不仅将新学期的仪式感拉满，也是

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引导他们学习

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校长陈迪夫告诉

记者。

开学第一课“虎力全开”
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将家长作为

开学第一课的“主角”。2月12日，该校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培训的方式，邀请了

4000名家长和教师共学《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家庭教育的基本要诀是什么？家庭

教育不当的法律责任有哪些？这节干货

满满的普法课让不少家长直言“撞击心

灵”。

“没有比言传身教和父母的共同陪

伴更有效的教育方式了。”校长朱鸿雁表

示，开学前的这次培训，也是学校为切实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对家校合

作的认识，营造积极向上的家校环境的

有益尝试。

同日，一场“双减”背景下高质量育

人策略学科论坛为长郡中学的老师们拉

开了开学序幕。该校语文、数学等五大

学科教研组立足各学科特色，进行了教

育教学分享交流，深入探讨“双减”大背

景下高质量育人的有效方式。

教师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骆宪武表

示，今年长郡中学把“双减”列入了一号

工程，将在作业设计与布置、课后服务、

课堂提质增效等方面，推出经验性成果。

“第 24 届冬奥会‘很中国’，充分展

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自信、强大的科技

力量以及绿色环保的理念。”2月14日上

午9点，借助网络联校实时同步对接，开

福区实验小学开启了与开福区实验教育

集团成员校共 6 所学校的“开学第一

课”，开福区实验小学校长张娟英作为主

讲人，激情澎湃地与孩子们交流冬奥会

中的中国元素，引导他们领悟冬奥精神。

六校学子互相交流、同频共振，通过

写冬奥、说冬奥、画冬奥三个环节，表达

了自己对冬奥精神的理解与感悟。“通过

此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德行、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张娟英表示。

规划新年齐向未来
在2月11日下午召开的全市教育工

作会上，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孙

传贵表示，2022年全市教育系统要加强

党的领导，增强高质量发展引领力；抢抓

“强省会”战略契机，办好重点实事项目，

建设 5 万个以上基础教育优质学位；完

成81所“薄改”校建设任务；建设27所乡

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等，为落实“三高四

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贡献教育力量。

那在校师生们，又有怎样的新年规

划与愿望呢？

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语文老师蒋雅

琴希望新学期可以跟上学校发展的步

伐，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形成自己的

教学特色和系统的教学资料库。“也希望

我的学生们能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

踏踏实实，稳步前进。”

该校六年级学生姚岚告诉记者，自

己大的愿望就是疫情赶紧结束，国泰平

安；小的心愿就是，今年长高点，学习有

好的收获，也想去祖国的更多地方看看。

（上接01版）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湖南5所高校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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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教育部召开 2022 年教

育新春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

基础教育重点工作任务和中小学幼儿

园有关工作要求。2022年重点工作任

务主要围绕“巩固提高、深化落实、创

新突破”三个方面开展。

第一，抓巩固提高，聚焦“双减”，
重点提高“四个水平”

经过各地各校共同努力，2021 年

秋季学期学校落实“双减”工作开局良

好、进展平稳、成效明显。学校减负提

质受到好评，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业时

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

对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按照中央提出的“双减”工作目标

任务，2022年，要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

主阵地作用，继续把落实“双减”作为

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巩固提高

学校“双减”工作水平，包括作业设计

水平、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学水平和

均衡发展水平。

第二，抓深化落实，聚焦重大部
署，重点落实“四个文件”

一是落实《关于建立中小学党组

织 领 导 的 校 长 负 责 制 的 意 见（试

行）》。研制中小学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清单、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等配套文件，

着力健全学校领导体制机制。

二是落实《“十四五”学前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导各省制订实

施方案，做好入园需求预测，以县为单

位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健全

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深入推进

幼小科学衔接，进一步提高普及普惠

水平和科学保教质量。

三是落实《“十四五”县域普通高

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导各省制

订实施方案，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

程和县中托管帮扶工程；严格落实普

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

切实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全面实

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推进普通

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四是落实《“十四五”特殊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导各省制订实

施方案，推动特殊教育拓展融合发展，

持续做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工

作，加快特教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

教育两端延伸。

第三，抓创新突破，聚焦关键领
域，重点实现“四个突破”

一是在加强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上

突破。研制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思政课

建设的意见，着力提高思政课教师专

职化专业化水平。在广大中小学生中

深入开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

主题教育活动。

二是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上突

破。研制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切实履行

相应职责，有效形成育人合力。

三是在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上突

破。实施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整合建设基础教育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提升基础教育宏观管理和科学决

策水平。

四是在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上

突破。认真总结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区成果，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推动各

地各校建立劳动教育清单制度，促进

劳动教育常态化有效开展；深化考试

评价改革，加快推进中考省级统一命

题，切实提高命题质量，确保依标命

题、难易适度、教考衔接；推动落实幼

儿园、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质量评价

指南，切实发挥质量评价导向作用。

据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发布2022年基础教育工作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