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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超

美好的暑假到来了。暑假究竟该怎么
过？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我们也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在此选登我
市两所优秀学校为学生开出的“暑假作业”，
希望广大中小学生能从中得到感悟，更好地
规划自己的暑假生活。

市湘郡铭志学校——“铭志多彩暑假
作业”

作为一所旨在培养具有公民素养、精
英风范的社会人才，着力培养学生交往礼
貌、学习阅读、当众表达、锻炼运动、生活自
理等六大习惯的学校，市湘郡铭志学校围绕
学校的办学思路，为学生们开出了“铭志多
彩暑假作业”。

一、读好书，心灵成长
提倡“每天阅读一小时”，培养“爱读书、

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习惯，更好地感受文
化、陶冶性情、涵养气质。

暑假任务：准备好精彩的故事，每天都
讲给家人们听听。

二、写好字，素养成长
学习写字也是一种学习规范的养成过

程。在学习中，如果一边学习功课，一边进
行抄写练习，可以互补互益。久而久之，自
然养成优秀的书写品质。

暑假任务：准备一本练字帖，每天保证
半小时书写练习。

三、培兴趣，全面成长
广泛的兴趣爱好可以让人获得全面、

广博的知识，可以在人际交往中增加许多相
同的话题，还可以为生活增添许多情趣。

暑假任务：选择一种才艺坚持训
练。可以在家里开辟一个角落，布置自己的
个人书法、画作展；或组织策划一场家庭音
乐会，邀请家人或好友一起展示琴艺、歌唱
等风采。

四、多运动，健康成长
健康成长离不开运动。好好利用假期

的时间，带着家人一起运动起来！
暑假任务：准备一根跳绳，每天保证半

小时跳绳练习。
五、常外出，快乐成长
世界那么大，我们应该常常出去看看，

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利用暑假，和父母一
起走天下吧！不过在外出时，要文明乘车、
文明游玩、文明待客、文明购物、文明就餐、
文明说话。

暑假任务：外出旅游一定要拍一些美
美的照片。

六、我当家，自主成长
利用暑假帮助家人分担一份家务劳

动，体验家务劳动快乐的同时，增强自主生
活能力。

暑假任务：请家长拍下孩子当家的精
彩镜头，并对孩子的表现给予评价。

中河街小学——“开创美好未来”暑假
实践作业

以“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中
国人”为办学目标的双清区中河街小学，努
力“让每名学生亮起希望之星”，在这个暑
假，他们开出了“开创美好未来”的暑假实践
作业。

一、科学合理有规律，争当快乐好少年
具体任务：科学、合理地安排学习、运动

和娱乐生活，起居有规律，做一个有规划、有
计划的人。

二、谈古论今多读书，争当勤学好少年
具体任务：多读书、读好书，争当勤奋学

习、终身学习的好少年。
三、家庭服务我快乐，争当家庭好少年
具体任务：每天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

孝敬父母长辈的事情，如扫地、洗衣服、打扫
房间、洗菜、做饭等简单的劳动。

四、社区服务我快乐，争当社区好少年
具体任务：为社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好事，如打扫公共楼道、整理公共花坛，争做
敬老、爱老、助老的好事。

五、文明礼貌我快乐，争当文明好少年
具体任务：做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倡导者，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不乱扔乱倒
垃圾，不乱写、乱画、乱张贴；节约能源，保护
环境，做到“节省一度电、开低一度空调、节
约一滴水”。

六、生命安全铭于心，争当健康好少年
具体任务：在运动、游玩时遵守交通法

规，注重安全，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的诱
惑和侵害，争当珍惜生命、热爱运动的健康
好少年。

快来晒晒你的暑假计划！

看了这两份暑假作业，你是不是也对
自己的暑假计划有了更多的想法？请将你
的暑假计划与实施情况发送给我们（发送时
请附带个人基本情况介绍与联系方式，发送
至邮箱：289069342@qq.com），我们将择优
刊登。

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

这两份暑假作业值得借鉴

本报讯 日前，我市召开全市中小学
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传达贯彻全省中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市中小学违
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教育系统深入
推进从严治党、依法治教，有力推动了教育
战线党风、政风、行风持续好转，人民群众对
教育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攀升。然而，从目前
我市的情况来看，教辅材料征订仍然存在
多、乱、滥的问题。一些部门和学校随意扩
大征订范围、超学段征订、超目录征订、超数
量征订，搞“一科多辅”；有的地方打着“自愿”
的幌子，变相强制学生统一征订教辅材料，
征订地方课程读本和专题教育读本；有些发
行单位和学校串通一气，“一刀切”式地开出
征订书单，有些发行单位与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利益勾连，从教辅发行折扣款中谋
取利益。各类教辅材料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有的教辅材料与教材版本脱节，有的教辅材
料系盗版书本，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虽然
我市也曾开展过多次整治行动，但违规征订
教辅材料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治。

会议指出，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大
大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

负担，更严重损害了教育形象，成为寄生在
基础教育领域的顽疾。下大力气整治违规
征订教辅材料问题，既是群众的迫切愿望，
也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深入推进教育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
措，还是端正教育行风、净化教育生态，推动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会议要求，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按照
《邵阳市中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安排，严格
落实教辅推荐总体要求，严格落实“五限”
要求，严格落实自愿征订、无偿代购要求，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扎实开展自查自纠，
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开展专项整治。同
时，要敢于动真碰硬，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建立起教辅材料监管
的常态机制，彻底根治危害教育事业发展
的顽疾，为建设教育强市营造风清气正的
生态环境。 （李超 张文锋）

中小学教辅征订“五限”政策

1.限年级：小学三到六年级，初中、普通
高中各年级可推荐选用教辅材料。不得向
小学一、二年级推荐、征订任何教辅材料，不
得向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推荐暑假作业。

2.限学科：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

科学、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制）五个学
科，初中和普通高中各年级的政治、语文、
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
九个学科，可以结合教学实际选用征订相
应教辅材料。

3.限范围：除普通高中毕业年级外，推
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仅限于《省推荐目
录》范围，不得在《省推荐目录》外要求学生
统一订购各类专题教育读本、市州和县市区
地方课程读本、教育部和省教材目录以外的
所谓“教材”。经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普通高中学校在毕业年级可按“一科一辅”
自行选用教辅材料。

4.限数量：严格执行“一科一辅”原则。
相关学科只能推荐学生选用1种同步练习
册、1种寒暑假作业、1种历史图册、1种历史
（地理）填充图册，初高中毕业年级选用1种
考试辅导材料。

5.限总额：每生每学期推荐选用的教辅
材料总费用实行限额控制，三、四、五、六年
级均不得超过70元；七年级不得超过100
元，八年级不得超过150元（含考试辅导材
料），九年级不得超过260元（含考试辅导材
料）；高一年级不得超过200元，高二年级不
得超过350元（含考试辅导材料），高三年级
不得超过420元（含考试辅导材料）。

动真碰硬，剑指违规征订教辅

本报讯 7月12日，市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了上月
全市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督查
情况结果。

今年是全国学生资助规
范管理年。自6月21日起，市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督查
组，深入各县（市、区），对各地
各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进行
了为期十天的全面督查。督
查结果显示，我市各地各学校
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开展有
条不紊，组织机构、人员配备、
档案管理、政策宣讲等工作都
开展得有声有色。“建档立卡”
学生资助政策深入人心，在学
前、高中、中职三个学段全部
执行到位；邵东教育局专门下

发文件对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进行了规范；武冈市对学生实
行指纹信息录入，确保资助金
发放精准高效；一些学校成立
了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有效推
动了资助工作的开展。

在督查中，督查组也发
现，极个别地区存在助学金用
途改变、配套资金不到位、助
学金以现金形式发放等不规
范行为，个别学校存在制度不
健全、档案管理不规范、资助
相关材料不齐全、资料填写不
规范等情况。对此，督查组专
门发放了《整改通知书》，并现
场进行指导，确保将问题的整
改落到实处。（李超 覃少雄）

全市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督查结果发布

各地学生资助政策亮点多

本报讯 为提升中学实
验教师的实验教学能力，进一
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7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由市教育
局技术装备所组织的2017年
全市中学实验教师培训在市
十中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
区）和市直各学校的112名中
学实验教师参加。

本次培训采取专家讲座、
教师授课、现场观摩、学员互
动交流等形式进行。为提高
培训的质量，主办方专门邀请
了省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获得国家级实验比赛一等奖
的优秀教师等作为嘉宾，开展
讲座或进行现场指导，围绕实
验教师的基本素养、实验室规
范管理、自制教具、实验创新
等主题对学员们进行了专业
培训。培训尾声，还进行了结
业考试及培训评估。

培训中，市教育局技术装
备所还制定印发了《邵阳市初
中实验室标准化学校评分标
准》和《邵阳市高中实验室标
准化学校评分标准》。

（记者 李超）

上百中学实验教师集中培训

邵阳学院体育基本功赛展风采

日前，由教育部主办的2017年全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
基本功大赛落下帷幕。邵阳学院代表队在全国24所高校
中不畏强手，勇敢拼搏，荣获团体总成绩第六名、基础理论
与教学技能竞赛团体成绩第六名，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姜耀清、龙关保两名同学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

据悉，全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赛是对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办学情况进行教学检查和评估的一
项重要措施，两年一届，目的是“以赛促建”，比赛内容包
括5门专项基础理论课程以及英语、微课和4项基础专项
运动技术项目等。 （刘运喜 陈日升）

洞口二中以校园足球铸特色

在日前举行的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比赛中，洞口二中
足球队的运动员们克服困难积极投入比赛，充分发扬顽强
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最终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成为
八支获奖队伍中唯一一支来自农村的学校运动队。

近年来，该校十分注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长期坚
持足球训练工作，把足球当作学校特色来抓，学校足球
队连续在市、县足球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徐一叶 贺兴进）

7月14日下午，新宁县水庙镇伞家冲村，孩子们在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志愿者老师的指导下上美术课。

去年，湖南一师与新宁县建立了支教合作关系。获悉伞
家冲村在洪涝灾害中灾情严重，该学院决定委派“守望支教
社”15名志愿者前去支教，在给灾区孩子带去现代教学方法
的同时，方便当地群众集中精力开展灾后重建。

袁光宇 赵小群 王丽琼 摄影报道

7 月 12 日，在市教育
局初招办，工作人员正在
对家长提交的学生信息进
行核对。

返城学生、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城区初
中入学登记工作7月10日
正式展开。返城学生、随
迁子女可在7月21日前到
市教育局初招办（市教育
局办公楼 901 室）进行入
学登记。

李超 王继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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