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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日，作为湘阴县防汛抗旱对口联

系点单位的省教育厅领导到该县检查

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

4月 17日以来，湖南发生了一次较

强的降雨过程，暴雨区主要位于湘水中

上游。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湘水中上

游出现今年首次超警戒水位洪水。

面对这一情况， 省教育厅委派副

厅长杨定忠带领相关部门， 来到防汛

抗旱对口联点单位湘阴县实地了解

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杨定忠一行实地

察看了城西垸老闸口崩岸堤段、湘资

垸关公潭当冲堤段等地。每到一处杨

定忠详细询问了防汛责任制落实、度

汛预案编制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前

防汛工作存在的问题。在听取了相关

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杨定忠充分肯

定了湘阴县的各项汛前准备工作。他

强调，目前气候异常多变，各级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要进一步完

善防汛预案落实责任制，密切关注河

势、工情和天气变化，同时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 加快各在建工程进度，

做好临时度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第 31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任凭 刘伟丹 通讯员 刘志

平） ４月１９日，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

厅、省环保厅、团省委和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

举办的第 31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

长沙市第一中学闭幕。

经过初评、展评、技能测试、专家问辩等评

审程序，最终评出优秀创新项目一等奖 45项、二

等奖 104项、三等奖 139项；优秀科技实践活动一

等奖 21项、二等奖 21项、三等奖 23项；优秀科幻

绘画一等奖 30幅、二等奖 50幅、三等奖 59幅；优

秀组织奖 35�个；优秀科技教师 14�名。

大赛评委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协主

席何继善教授指出， 这次参赛作品内容全面题材

广泛、主题鲜明、地域特色明显、科学性创新性不

断增强。 何继善院士殷切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要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努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成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时代新人。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中在大会上提出三

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把科技创新活动作为促进

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活动兴趣

与能力的培养。 第二，面向全体学生，把青少年科技

创新活动定位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来，学校

要承担起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重任。 获奖同学要

做好推动科技活动的表率，学校要积极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使之成为办学特色、教育特色。第三，希望同

学们全面发展，一定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发

展建立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提高综合素质。

大赛评选出的部分优秀项目， 将代表湖南

参加今年 8 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第 25 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通道县牙屯堡

镇武警春蕾希望小

学教师李绍优平时

工作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 得到师生

广泛赞誉。近日，她

生病输液， 为不影

响工作， 她将输液

瓶带到学校， 边工

作边打点滴。

杨祖广 莫秀吉 摄

长沙规定：

招特长生不考文化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近日，记者

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 长沙市部分名

校相继出台了小升初、 初升高的艺体

特长生招生政策， 招生工作将在 5 月

全面展开，该局相关负责人强调，严禁

以招收特长生之名，招文化生。

据了解， 今年长沙市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 原则上按学

校派位计划的 1%-2%下达体育特长生

计划；公办特色学校、长沙市外国语学

校、贺龙体校、长沙舞蹈艺术职业学校

继续实行特色学校提前招生； 逐年减

少雨花区外国语学校、 岳麓区外国语

学校和十一中艺术班、 湖大附中特色

招生计划。

长沙市教育局提醒， 想报特长生的小

学毕业生，需带上户口本、学籍手册、特长获

奖证书、特长过级证书等，于 5月 10日至 5

月 20日到学校报名。 学校可进行相关面试，

但不得进行文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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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副省长郭开朗来到

长沙调研农家书屋建设和“三湘读书月”活

动，为望城师友图书馆、泥香书屋两家农家书

屋赠送图书，与农村青少年、农民朋友分享读

书之乐。

郭开朗一行首先来到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

师友图书馆。 师友图书馆由 80后望城女孩李芳自

筹 8万元于 2008年初创办， 免费向农村贫困家庭

子弟和留守儿童开放。 去年世界读书日，李芳向温

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温总理为自己出资创办

的农家图书馆赠书，两周后，她收到了温总理亲笔

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 此后，高校、社会人士纷纷前来捐赠书籍，现在

馆内已有各类图书近 5万册。 当日，郭开朗将三大

包书籍赠送给李芳， 鼓励她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将图书馆做得越来越好。

为了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在泥香书屋，

郭开朗还与农民代表座谈。郭开朗介绍，全省

已经建起了 12000 家农家书屋， 农民读书氛

围浓厚，下一步要加速农家书屋建设，丰富书

屋图书品种，创新书屋管理模式，同时要组织

多种多样的读书活动， 让农民朋友读更多的

书、更好的书。

2010年 4月 28日 星期三

编辑：张永祥 版式：曾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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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能改变环境，但心境却由你自己决定。 ———安乡县三岔河中学教师鲁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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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孝华 魏娇）近日，邵阳

市民办教育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邵阳县召开。

省人大党组成员、省政府顾问、省民办教育协会会

长唐之享，省教科院院长、省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学军，邵阳市政府副市长李兰君，

市人大副主任刘能华， 市政协副主席曾东楼等省

市领导莅临大会。

会上，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唐之享充分肯定了

邵阳县民办教育工作， 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

门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大推广力度，真正做到

公民办学校一视同仁；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继续发

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要认真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办学质量，树立品牌，办出优质的民办学校。

邵阳市政府副市长李兰君要求各民办学校要

深入学习贯彻《民办教育促进法》，切实增强依法

办学、依法管理的意识；加大政策扶持和体制创新

力度， 积极发展优质民办教育； 加大统筹管理力

度，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加大民办学校内

部管理力度，引导各民办学校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增强办学特色。

邵阳市教育局局长莫良斌就邵阳市教育行政

部门明确全市民办教育发展方向、如何规范民办学

校办学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全市各县市（区）要

学习借鉴邵阳县经验，共同推进全市民办教育事业

的发展。 要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规范办学行为为

重点， 积极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全市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重点强调民

办学校在招生、选聘教师、评优、职称评定等方面要

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且适当给予优惠。

邵阳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曾建屏做了

报告，重点阐述了民办学校如何创新办学思路、创

新品德教育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创新教师队伍建

设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邵阳市召开民教经验交流现场会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两型教育，教

材先行。 4月 24日，湘潭县小学生“两

型” 教育系列读本推介会及教学研讨

活动在该县云龙实验小学举行。 湘潭

市副市长苏健全、 教育局长廖贻仲等

领导与各教材试用学校校长代表共同

探讨“两型”教育读本在湘潭县小学课

堂推广使用情况。

2007 年，长株潭被获批“两型”社

会实验区，为加强小学生“两型社会”

教育， 湘潭县云龙实验小学率先提出

了“两型” 意识从娃娃抓起的思路。

2008 年依据长株潭城市群情况以及

湘潭县地方特色编写了《小学生“两型

社会”教育系列读本》，开全省乃至全国

先河。 该校以此作为校本教材，开设

了“两型”教育课程，以活动、体验的

方式引导和培养学生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的意识。 2009 年 9 月，在湘潭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县财政拨付 55

万元用于读本的推广，目前读本已推

广至全湘潭县小学使用， 达到 2.6 万

多册。

据云龙实验小学校长介绍，为了更

好地发挥小学生“两型”教育系列读本

的教育功效，做好读本的推介，该校读

本编写组根据学校两型课程教学实践

经验编写了《“小学生两型教育读本”

教师教学参考资料》，供两型课教师作

为教学参考之用。

苏健全在研讨会上作表示， 对小

学生加强两型意识的培养， 使他们从

小养成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习惯是

教育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小学生“两型

社会”教育系列读本》为全面系统的对小

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希望把小学生培养成为“两型社会”

的建设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两型”教育走进

湘潭县小学课堂

省教育厅检查

湘阴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