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晃举办“我们的节日———清明”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家权） 清明到来之

际，新晃县开展了“我们的节日———清明”教

育活动。全县 22000多名师生和教育局机关干

部接受了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从 3月 31日下午开始，新晃县兴隆、大湾

罗、新寨、李树、波州等乡镇学校师生，教育局、二

中等单位干部和师生来到龙溪烈士陵园、 朝阳

水库烈士墓园、李树乡烈士墓、波州暮山坪村等

地的烈士墓前， 听取老同志或校外辅导员介绍

烈士光荣事迹，大家清扫烈士墓，为烈士献花，很

多学生在烈士墓前宣誓入团、入队。 各学校还组

织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在网上查

找清明节来历、 习俗和传说故事来丰富清明节

的知识，召开缅怀革命先烈主题班会，写清明节

感受文章，组织学生折小白花献给烈士，让学生

在烈士墓前发表感言，举行“网上祭英烈”活动，

用“网上献花”、“网上祭拜”、“发表祭奠感言”等

文明、环保的方式缅怀英烈。

蓝山教学常规督导走进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廖贤斌） 3月 31日，蓝山

县塔峰四完小迎来了县教育督导室的教学常规

督察组。 与以往不同的是， 督察组成员进到学

校， 不听学校的情况汇报， 不查学校的文件资

料，而是分头直奔各个教室，进行推门听课。 一

个上午每人都听课 3节。 这是该县教育局开展

局机关工作人员下校听课评课活动的一个场

景。

为了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 提高干部业务

素质，切实发挥“督导”作用，该县教育局决定在

局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下校听课评课活动。 活

动要求局领导班子成员全年听课不少于 20节，

分管教学的局领导全年听课不少于 40节； 基

教、电教、督导工作人员全年听课不少于 40节，

每月不少于 4节；职成、工会、计审、招生、纪检、

人事、勤管、办公室等股室工作人员全年听课不

少于 20节，每月听课不少于 2节；教研室专职

教研员全年听课不少于 80节，每月不少于 8节。

本报讯（通讯员 向子权） 日前，泸溪县

三中、踏虎学区、白沙小学三所学校，经湘西

州教育局严格验收评审，荣获“学习型学校”

称号并授牌。 至此，该县共有 21 所学校获评

挂牌“学习型学校”， 占全县中小学校的近

70%。

近年来，该县教育局全方位、多层次、高

效率地开展“推进校本研修、 创建学习型学

校”工作，引导全县 31所中小学校，近 3000 名

教师参加。 教育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

务，落实责任主体，制定激励措施，严格督查

考核，确保了该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实施；县

教师进修学校成立了专项业务指导组， 不定

期深入基层学校调研、指导、培训，助推该项

工作在广度、深度和精度上不断实现新突破，

取得新成就。 同时，该县坚持“宁缺勿滥、成熟

一所验收一所”的原则，每年按照“学校自查

申报、县局初检考核、州局验收审定”的程序，

对各中小学校实施情况进行严格考评， 达到

标准要求的学校则授予“学习型学校”荣誉称

号。

泸溪县七成学校荣获“学习型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志波 彭明奎） 今年

以来， 湖南省龙山县抢抓中央新增投资机遇，

在加快推进农村初中校舍改造项目中争取资

金 1386万元， 对全县 9所初中校舍及学生生

活设施进行改造。 目前， 已完成投资 964.9万

元，改造面积达到 8096.36平方米。项目的实施

有效缓解了 11799名学生的吃、住紧张问题。

龙山 1386万元

改造农村初中校舍

动态

“教育狂人”宁乡传经

本报讯（通讯员 刘国平） 4月 1日，被媒体

称为“教育狂人”的广州英豪学校董事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约教授、《光明日报》社特约

顾问陈忠联在宁乡教师资源中心报告厅作了一

场名为“将成功传给下一代”为主题的报告会，生

动深刻地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新观念、

新思想、教育方式及对策。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冬媛） 近日，桂东县教

育局召开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工作紧急会议，

用 12条硬措施强化校园安全防范能力。这此措

施包括门卫值班、学生上下学时段巡查、学生住

校休息时间管理、防管制刀具入校园、防溺水、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安全隐患排查、校园周边环

境治理、消防安全、饮食卫生、交通安全等方方

面面。

桂东 12条措施增强

校园安全防范能力

2010年 4月 7日 星期三

A4

编辑：张永祥 版式：夏艳辉

电话：0731－84326283� � E-mail:kjxb0731-108@163.com

连线

视生如子乐浇园，立身师表就步先。 ———临澧县第一完小教师刘惠

“十几年的劳累奔波，心灵总算有了歇

息的港湾，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说起

这话时， 王玉球老师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

容。王玉球是 2009 年作为代课老师参加浏阳

市教师招聘考试被正式录取的， 现被分配到

小河中学任教。 对这份迟来的公认， 王玉球

老师选择的是全力的付出， 接手一个纪律较

差的班级的班主任， 并担任了该班的英语教

学和一个初一班的数学教学任务， 课间看到

的是他忙碌的身影。 他任劳任怨的工作着，

他的人生在这里找到了支点。

在 2009 年的浏阳教师招聘考试中，和他

一起被录用为公办教师的代课教师共达 26

人， 这 26 人现已被分配到各乡村中小学任

教。 这些有过多年的教学经验的代课教师，

在教学的前线继续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青

春。 实践证明他们早应是受之无愧的公办教

师。

在代课教师备受关注的同时， 浏阳市

委、 市政府也一直在牵挂着这些普九的功臣

和教育强市的精英，在关于 2010 年招聘教师

的公告中， 招聘再一次向代课教师倾斜，再

次给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条件。

首先， 体现在报考年龄上，2002 年 7 月

31 日前在浏阳市教育系统公办学校任教两

年以上的代课教师年龄放宽到 45 周岁 (即

1964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 宽松的年龄条

件，让很多代课教师有了参与竞争的机会。

其次， 在学历上， 原代课教师要求具有

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 这让很多代课

教师都可以接受， 凡有志于当公办教师的代

课教师， 基本上都得到了相应的学历， 这个

门槛很适当。

再次， 优惠加分上， 原代课教师笔试成

绩按任教年限适度加分， 具体办法是： 任教

2-5 年的加 2 分，6-10 年的加 3 分，11 年以

上的加 4 分。任教年限只计算到 2002 年 7 月

31 日止。

该市领导十分重视代课老师问题， 曾多

次召开代课老师专题会议， 充分肯定了代课

教师在浏阳的普九和教育强市中所做的贡

献， 主张采取分类分步解决， 力主今后教师

招考将一如既往的向代课教师倾斜， 同时还

将采取多种渠道构建解决代课教师的立体体

系，保障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

浏阳对待代课教师有义更有情

快讯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思军） 嘉禾县实施

绩效工资实施坚持“三倾斜”原则，即倾斜一

线教师，倾斜边远山区教师，倾斜班主任、骨

干教师和对教育有特殊贡献的教师。 在制定

教师绩效考核方案和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

始终做到意见从教师中来， 绩效工资实施以

校为主， 方案必须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集体

讨论并表决通过。

嘉禾绩效工资方案

教师说了算

中方启动学校

布局调整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可燕） 为实施中方县

委、县政府“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大变”战略决策，

中方县计划从 2010年起， 用 3年时间， 将现有

21所初中学校撤并到 11所，被撤并的初中学校

改办小学，小学改办幼儿园，并通过业务考试考

核等手段合理配备全县教师队伍，进一步整合教

育资源，强化教育教学管理，以全面提高全县中

小学的整体办学水平，促进县域教育均衡发展。

让迟来的“公认”温暖功臣的心

通讯员 周芳元

祁阳城区班额

成功“瘦身”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新春） 2010年春季开

学， 随着一期投资近 4000余万元的新浯溪一中

正式投入使用和新建、改建的民生小学、新龙山

小学扩大招生，祁阳县城义务教育阶段新增学位

3000余个， 原来过载的城区班额再一次成功大

“瘦身”。

近年来，“大班额”现象在祁阳县城区小学非

常普遍，最大班额超过 90人。 为破解这一难题，

县教育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支持，从 2007年

起，将解决城区义务教育班额过大问题纳入为民

办实事范围，经过几年的努力，大班额突出的问

题已逐步得到缓解。

为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环保意识和

生态观念，美化校园的优美环境，溆浦

县警予学校开展了“认领校园一棵

树———和小树共同成长” 主题班会活

动，倡议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认领校园

文化广场的树木， 为学校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图为 3 月 31 日，六年

级四班的同学在自己班认养一棵枝叶

茂盛的树上， 贴了一张写有“爱我痛

我，别伤我”宣传语的“认养牌”。

王继云 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