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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短波

1月10日，记者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获悉：
2018年，我市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紧紧围绕教育
中心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指导、培
训、竞赛等多种方式，全力推进教育改革，我市
的教科研水平不断提升。

提升素质 强化指导

2018年，我市教育科学研究部门不断提升
自身队伍建设，先后组织全市12个县级教研室
（教科所）进行督导评估，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推进高层次人才建设计划。一年来，我市创
造条件提升教研人员的业务水平，邀请省教科
院、浙江师范大学附中专家学者来邵进行新高
考专题培训，还组织高中教研员分批到山东进
行新高考实施情况考察学习。据统计，去年，我
市共派出教研员参加各类培训17人次，参加省
教科院组织的活动21次，教研人员的教研指导
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018年，市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积极深入学
校开展科研及学科教学指导，教研人员全年深
入课堂观、议课人均100余节，了解课堂教学实
际，帮助教师解决教学难题，深入学校进行校本
研训指导200余次，着力提高广大教师的科研、

教学能力。同时，还深入学校开展实地调研，全
面诊断学校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并提交了翔实
的调研报告。

在课改工作中，我市以邵东、隆回、洞口为
代表，区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重建了课堂
教学的系列规则和标准，为课堂教学质量的提
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措并举 夯实队伍

2018年，我市教育科学研究部门以教师队
伍教育教学水平提升为抓手，通过扎实有效的
培训和形式多样的比赛，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统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语文、道德与法
治、历史三科教材，开展高中语文等11个学科
2017 版课标网络培训，以“教师工作坊”为平
台，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承担了全市中小学心理
健康、高中地理两个学科的培训任务，为全市培
训中小学心理健康、高中地理二百名骨干教师
提供专业讲座和教学观摩……一年来，我市先
后举办专题讲座或开展教师培训达150余次，
有效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

先后举行了高中语文、数学、音乐等17个
学科全市教师教学、素养和技能竞赛，选拔优秀

教师参加全省竞赛，获得一等奖7个、二等奖11
个、三等奖近20个。

狠抓科研 助力教学

2018年，我市教育科学研究部门进一步加
强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工作，依托湖南省教育规
划课题申报系统进行全市教育科研成果查询、
课题管理，课题立项、结题均组织专家评审、指
导，从而确保课题研究的规范、严谨、科学。
2018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申报立项课题144
项，其中省规划课题立项13项，省规划协会立
项40项，市级规划课题立项91项。

2018年，我市继续开展了教育教学论文、教学
成果及校本教材评审。去年5月，开展了全市
2018年基础教育学科教学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共
收到论文907篇，经组织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
347篇，二等奖360篇，三等奖196篇，并择优推荐
107篇送省参评；去年10月，开展了全市优秀校本
课程评选活动，共收到参评材料56份，评出一等奖
课程16项，二等奖课程17项，三等奖课程17项，择
优推荐了9项课程参加省级评审；去年11月，开展
了邵阳市第五届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推送9项成
果参评湖南省第四届教育科研成果评审。

教 科 研 的 魅 力
——我市以高效教科研带动邵阳教育提质增效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伟庆

1月20日，记者从隆回教育部门获
悉，去年底，国家义务教育检查组周家荣
主任一行来到隆回县高平镇窝山小学，
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检查验
收，对该校的传统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

近几年来，隆回县高平镇中心校十
分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为了确
保农村学校师资平衡，该镇中心校坚持
送教下乡，将该镇中心小学和镇中学的
体育、音乐等学科的名优教师派到该镇
各个教学点兼课。近几年来，该镇中心
校共组织400余人次送教下乡。为确保
设备均衡，该镇中心校通过多方努力，将
所有的教学点实现了通网络，传统文化
教育、养成教育等特色教育更是深入校
园。该镇中心校以文化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素质教育，如田径运动会、文艺汇
演等，有效地推进了素质教育。

（袁进田 罗爱军）

高平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提高
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1月11日下午，
邵东县城区一中科达校区七年级举行了

“地理课堂活动竞赛”。
此次竞赛分为“争分夺秒”“短兵相

接”“巅峰之战”三轮，共有50名学生参
加，竞赛时间为90分钟。本次活动让课
堂迸发了五彩的魅力，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学习地理的兴趣。 （曾庆元）

邵东县城区一中科达校区

举行“地理课堂活动竞赛”

“以前穿着大棉袄，批改作业、备课
都觉得手脚冰冷，现在有空调实在是太
好了，真暖和呀！工作起来舒服多了！”1
月14日，大祥区檀江中学的李老师看着
集体办公室新装上的空调，十分开心。

为了保障师生在健康温暖的环境中
工作学习，日前，大祥区檀江街道办开展
寒冬“送温暖”活动，为檀江中学捐赠两
台空调。1月14日，两台空调安装完毕。

（潘栖夙 袁卓）

檀江街道办向檀江中学捐赠空调

邵阳日报1月18日讯（记
者 李 超 通讯员 申 钱
钱） 1月18日，市直教育系统
举行 2018 年度党组织负责人
抓基层党建暨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会议。

会上，市直教育系统25个
党组织负责同志依次上台，就
自己抓基层党建工作和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进行
了述职。在所有党组织负责人
述职结束后，市教育局党委还
分别对每个党组织负责人的述
职情况进行了点评、评议。市
委组织部党建指导人员也到场
进行了点评、指导。

据统计，市教育局党委去
年对归口管理的 25 个党组织
进行调研32次，主持召开15次
党委会研究部署基层党建工
作，制定完善党建制度 12 项，
召开推进会 2 次，举办基层党
组织书记培训班 2 次，开展交
流学习 6 次，集中收看电视实
况直播5次，发展党员17名，表

彰优秀党员34名。此外，还开展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组织了主题
征文活动，并对市直教育系统46个基层
支部进行“五化”建设验收，其中3个支部
被推荐为全市“五化”支部建设先进基层
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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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邓玉琪 覃少雄）如何打好脱贫攻坚
战，确保所有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
有质量的教育？2018年，市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秉承“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辍学”的理念，利用信息化手段，以努力实
现“三大增长”为重点，确保学生资助规模实
现新突破、学生资助质量实现大提升、资助范
围实现全覆盖。

2018年，我市共发放各类学生资助资金
6.88 亿 元 ，资 助 各 类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101.83万人次。其中，高中免除学杂费共资
助 29884 人次，金额 2615.19 万元；免教科书
共资助 28214 人次，金额 585.9 万元；免教辅
材料共资助28963人次，金额898.55万元；高
中助学金资助 55856 人次，金额 6686.74 万
元；中职免学费共资助 124638 人次，金额
13796.64 万元；中职助学金共资助 76672 人
次，金额7667.2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54959 人次，资助金额 2781.82 万元；免费发
放教辅材料222283人次，金额2306.25万元；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寄 宿 生 生 活 补 助 共 发 放
10416.76 万元，全市约 18 万人次获益；办理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0187 人，贷款金额
8303.36万元；大学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1420
人，资助金额637.45万元；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新生路费补偿1615人，资助金额99.9万元。

此外，我市还大力开展社会助学活动，争
取社会各界对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视，努力在
全社会形成“助学兴教”的良好氛围。去年，
我市共募集、发放资助金额2304.2万元；“泛
海助学行动”中，全市1436名建档立卡户大
学新生每人领到了5000元的爱心款，资助金
额达718万元。

6.88亿元温暖贫困学子

邵阳日报 1 月 17 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赐莲） 1 月 17
日，由重庆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体
育学院、邵阳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志
愿者们组成“唯爱有心”志愿团，来到
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送温暖、
真情暖寒冬”寒假实践活动。

志愿者们为特殊学校的学生们
送来了爱心手写明信片、牛奶、糖
果，并向他们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在实践活动中，志愿者们还与特殊
学校的学生们开展了亲切的联谊活
动。重庆大学播音专业的大学生志
愿者谷旭阳结合所学专业，指导特
校学生诗歌朗诵技巧；声乐专业的
李婧等志愿者教学生演唱歌曲，特
殊教育学校六年级学生郭宇也大方
自信地演唱了自己的拿手歌曲，受
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不仅需要
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精神上的关
爱。大学生志愿者们利用寒假向特
殊孩子们奉献爱心、和他们联谊，这
份正能量就是送给特殊孩子们最好
的礼物！”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有关负
责人说。

大学生志愿者特殊学校送温暖

1 月上旬，邵阳工业学校学生会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被评为2018年度“守望母亲河优秀团
队”。这一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邵阳工业学
校青年志愿者团队长期以来关注母亲河、保护
母亲河行动的肯定，更是该校积极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邵阳工业学校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08
年。10 年来，这支队伍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
动，用双脚丈量着新时代职业学校师生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之路，用双手去描绘幸福人生、幸
福学校、幸福邵阳、幸福社会的新篇章。

从未停歇的脚步

“立正，出发”。随着口令的响起，身穿红
马甲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学校的大门，
向邵水河西岸下游走去，开启了新一轮的“守
望母亲河”志愿活动。2018年6月以来，这样的
场景每月都在邵阳工业学校上演。

“守望母亲河”志愿者活动是市民政局支
持，市环保协会组织发起的一项公益服务活
动。自去年6月以来，邵阳工业学校学生会青
年志愿者团队每月都会积极参与，每次参与人

数都在 20 人以上，至今已经巡河 7 次，参加志
愿者达160人次。学校的行政领导、老师都曾
经用周末休息时间带队参与，而学生志愿者更
是特别积极，不少学生都为此放弃周末回家的
时间。

“守望母亲河”志愿者活动，只是邵阳工业
学校志愿服务队的众多活动之一。成立十年
来，邵阳工业学校志愿服务队先后参加了“弘
扬美德、同心致和”中华传统文化论坛、“快乐
六一，我心飞翔”宝贝心连心爱心助学、全市健
康文化节之全民欢乐彩虹跑、“创卫”“创文”宣
传、环保世纪行、“世界环境日”宣传等……不
论是闹市街头，还是福利院里、农村学校，都能
见到邵阳工业学校这群“红马甲”的身影。

发现生活的美好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每参加一次活动，不
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更进
了一步，心中那份社会责任感更深了一层。

在市社会福利院开展的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中，一位会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抱着一个小
女孩，眼角闪着泪光：“还在我小的时候，父母

就把我丢给了爷爷奶奶，让我成为了留守儿
童，我经常抱怨我的父母。现在想想，父母也
是迫不得已。与福利院被遗弃的孩子相比，我
幸运多了，也幸福多了。”

“平时我觉得邵阳很一般。通过巡河，我
看到学校河对面时代公园郁郁葱葱，邵水蜿蜒
舒缓，与资江汇合。母亲河的美与情，源远流
长。志愿者活动，更多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责任
和价值。”在一次“守望母亲河”志愿活动中，一
位美术专业的男生这样感慨。

实践是最好的教育。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邵阳工业学校的师生志愿者们在帮助别人、分
享爱心的同时，更让自己接受了深入心髓的教
育，并在教育中感悟、反思，实现提升，而这也
成为了邵阳工业学校创新育人模式的新举
措。近年来，邵阳工业学校党委、行政发动全
校师生积极加入志愿者队伍，将学雷锋志愿者
服务与党建工作、创建文明校园结合起来，和
夯实学生们的职业精神结合起来，让学生们通
过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的同时，更实现了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劳动人
才、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志愿服务 也是教育
——邵阳工业学校依托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实践育人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刘念三 罗霞映

▲重庆大学播音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谷旭阳（中）结
合专业，指导学生们诗歌朗诵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