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5 日晚， 衡阳市大学生志愿防艾联

盟在南华大学举行成立仪式和防艾宣传晚会，

南华大学、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工学院等 6 所

高校的志愿者向所有大学生发出防艾倡议。图

为宣传晚会上劳教所、强制戒毒中心的人员在

表演节目。 陆春苗 曹正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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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计划三年轮训全市教师

省市县培训、专业学校培训、校本部培训相结合

本报讯（通讯员 石先铁）近日，怀化市

教育系统拉开了教师轮训工作序幕。 从 2010

年开始，用 3 年时间，对全市所有在职教师进

行一次全员培训。

目前，该市有 5.7万名中小学在职教师，部

分教师知识结构老化，教育理念陈旧，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简单，特别是一些农村偏远地区

教师，已不适应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严重制约

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为此，该市专门制定

了《怀化市 2010年—2012年教师培训工作计

划》和《实施方案》。 在培训形式上，采取省里培

训一部分，市、县培训一部分，专业学校培训一

部分，校本部培训一部分的办法，明确市、县两

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中心）为教师培训的

定点机构，并与怀化学院、芷江师范院等大中

专师范院校签订了委托培训协议。在经费保障

上，《怀化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教育强市的实

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市、县（市、区）财政每年

按教师工资总额的 1.5%安排到位， 列入预算，

专款专用，并列入教育“两项督导评估考核”的

重要考核指标。 在培训方式上，采取“走出去”

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分批组织校长赴外

地名校学习取经，引导中小学校长，学习外地

先进经验。 同时，请国内知名教育专家来怀讲

课。 在培训考核上，实行“三控”管理，由市县教

育部门、学校和培训机构共同把关，对达到规

定要求的，颁发结业证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必

须重新培训，所需经费由教师个人承担。 培训

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评先

评优、职务评聘的重要参考。

省教育厅突查

芦淞区学校安全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晓军） 5 月 10 日，

省教育厅副主任督学、省委教育工委委员聂

荣华等领导突击视察了芦淞区部分中小学

和幼儿园的安全工作。 察看了芦淞教育幼稚

园、栗树山小学、株洲市七中、金轮侨心学校

的安全保卫情况，并要求严格执行安全事故

责任追究制度，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

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

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

取不放过。

省公安厅督查

新晃校园安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吴配奎 杨伟华） 5 月

11 日，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杨建

农来到新晃县督查校园安全工作。 指出校园

安全工作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为孩子的

成长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杨建

农要求把校园安全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看

待， 及时分析和解决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

不断提高校园安全工作水平，保证全体师生

生命安全，创造一个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师生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长沙向全市中小学校

赠送防护装备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娟 孔奕 彭静） 5

月 14 日， 长沙市公安局在长郡双语实验中

学举行防护装备赠送仪式， 总价值 40 余万

元的警棍、 防割手套等警用安全防护装备，

被迅速发放到全市 2203 所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 下阶段，警方将积极申请，由市、区县两

级财政出资，为每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增派

2—4名保安人员。各区县也将陆续建设好全

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门口的高清晰电视监控

设备和入侵报警系统，将入侵报警系统与公

安“110”直接联网。

邵阳成立校园安全应急队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文锋 张宏玖） 为

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及学校财产安全，应对和

防治各类应急突发事件的发生，5 月 14 日，

邵阳市教育系统成立校园安全应急大队。 邵

师附小等 42 所市直学校成立校园安全应急

小分队，140 名队员进行为期两天的擒拿术

等应急知识培训，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

长沙市小学招生不考试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5 月 17 日，记者从

长沙市教育部门获悉，长沙各区各校的小学新生

招生工作全面启动。“就近入学、划片招生”是长

沙城区小学招生原则。 该局规定，招收小学一年

级新生，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知识测验。 各学校

不得拒收具有学习能力的伤残学龄儿童。

为让每一名新入学的小学生拥有较好的教

育环境，今年各区在小学招新工作中强调班额控

制，新班级原则上控制在 45人以内。外来务工人

员子弟可先到各区指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

点学校报名登记，各校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安

排学位。出现符合入学条件但学校学位有限的情

况，则由区教育局调剂分流，以保障这部分适龄

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估计分流学生拿到录

取通知得等到 9月初开学前后。

优秀高校毕业生受表彰

本报讯（傅茜 孙敏坚） 5 月 13 日，全省 20

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获“湖南省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优秀高校毕业生”称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

长黄建国希望全省大学生向他们学习，踊跃投身

基层实践，在基层实现社会和个人双重价值。

此次获得表彰的 20 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其

中有不少人选择了自主创业道路，扎根基层时间

最长的达 22 年。 1983 年出生的谢亮，大学毕业

后放弃城市优厚的工作条件， 回到家乡自主创

业，现已成为占地近 8万平方米的科技生态园经

理。 他们的奋斗历程表明，自主创业不仅是大学

生就业的重要途径，更是成才的重要模式。会上，

20 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还为来自省会 10 余所高

校的近千名大学生作了事迹报告。

益阳师生关爱残疾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尚武） 5 月 16 日是第

二十个“全国助残日”。 益阳各地中小学校自发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残疾人活动，

在沅江，副市长张竞辉、市残联理事长李建

红及党组成员看望慰问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和孩子，给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在桃江，县一中、县七中、桃花江中心学校、

桃花江小学、桃花路小学、桂花园小学等 6 所学

校向学生发出了开展“爱心助残手拉手”活动的

倡议，为县特教学校爱心捐款近 2万元。

安化，赫山、资阳、南县等地学生也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为残疾人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岳阳严防雨期校园安全

本报讯（李像谦 袁卫和） 5 月中旬，我省

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岳阳市教育系统多措并

举，做好学校安全防范工作。

市、 县教育局均成立了防汛抗灾领导小组，

全市各学校全面开展校舍安全排查， 对教室、食

堂、宿舍进行深入细致的检查，发现危房立即封

闭，发现其他安全隐患，立即整改。 同时，加强对

校园内部和周边山体的监测， 严防发生山体滑

坡。有寄宿生的学校安排专人 24小时值班，及时

发布预警。 一遇灾情，按照预案要求迅速做好受

威胁人员的转移工作。 对学生上学、放学途经的

山体、桥梁、山塘河坝等路段，会同相关部门进行

检查，对危险地段提前发布预警。

群防群治 确保校园安全

法人变更声明

经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批准，长沙市

芙蓉区沃尔得语言培训学校法人代表史

岚现变更为胡洪军， 办学许可证号：

143010270000040。 特此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沃尔得语言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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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持续至 5 月 26 日止

我省招募 220名

“西部计划”志愿者

本报讯（张斌 田芳茁） 记者从团省委

获悉，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 220 名“西部计

划”志愿者。 5月 17，6名优秀湖南“西部计

划”志愿者走进湖南农业大学，与近 200 名

应届毕业生面对面分享志愿服务经历，拉

开了我省今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高

校招募宣传周的序幕。此次招募将持续至 5

月 26日止。

自 2003 年以来， 已有 1995 名湖湘学

子加入到“西部计划”志愿者行列。今年，我

省继续选拔来自全省各地普通高等学校的

应届毕业生， 到基层乡镇从事为期 1 至 3

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内容包括支教、支医、

支农、灾后重建、基层青年工作等。 与往年

相比，今年我省“西部计划”有两大新变化。

一是从今年开始， 服务期满 2 年且考核合

格的志愿者，3年内报考研究生， 初试总分

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服务期满 2

年且考核合格的， 报考公务员等享受相关

优惠政策；同时，服务期满 1 年且考核合格

后，其服务年限计算为工龄。二是招募标准

中新增规定， 高校毕业生必须获得毕业证

书并具有真实有效居民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