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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市教育系统紧扣促公平、提
质量、调结构的发展主线，以办人民满意教
育为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教育
公平更加彰显，全市教育事业得到了健康、
持续发展。

从严治党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市教
育系统积极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学习教
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全市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
强，全面实现系统内党组织全覆盖。开展
市直教育单位党组织书记履行基层党建情
况述职考评，市直教育系统46个基层支部
完成验收，3个支部被推荐为全市“五化”支
部建设先进基层党组织。抓牢意识形态工
作，加强对教材、讲台、网络等阵地管理，确
保学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从严治教治
校，开展“教辅资料”“中小学食堂”专项整
治，全市2018年春秋季学期教辅材料征订
资金同比减少8354.55万元。

办学条件持续改善。2018年，我市校
园校舍开工 1860 所，建筑面积 1734739 平
方米，全面消除中小学D级危房，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达到“20条底线”要求。同时，完
成了204所标准化学校教学点和17所农村
公办幼儿园建设。洞口、新邵、城步、新宁
四县的“芙蓉学校”已开工建设，市一中新
校区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寄宿制学校总投
入3.19亿元，总建筑面积21.34万平方米。
全市共投入资金32亿元，新增义务教育学
位 93695 个。“智慧校园”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果，全市 84%乡镇以下学校和教学点完
成互联网基本教学环境建设，73%的教师
利用互联网开展研修。

队伍建设焕发活力。我市严把教师资
格入口关，一年来全市完成教师资格证定
期注册3366人，教师资格认定6300人。教
师队伍得到充实，学校公开招聘、赴师范院
校招聘、人才引进教师共2313名，教师“退
一补一”的良性机制逐步形成。落实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招录公费定向师范生1518
名、特岗教师 937 人，发放乡村教师补贴、
武陵山片区教师人才津贴1.23亿元。近2
万名教师参加市级以上培训。邵东、隆回、
洞口、新宁、邵阳、武冈 6 个县市成为“国
培”和“省培”项目实施县。143人被评为市
级骨干教师。16人通过正高级教师评审，
16人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彭维林、刘勋葵、
曾志权等 3 名校长入选全省“第一届乡村
好校长计划”候选人，41名教师获“汀汀教
师奖”。

各类教育统筹发展。一年来，我市认
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82 所，普惠民办幼
儿园总数达 848 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增至 54.35%。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大祥、武冈、邵东、
绥宁、隆回 5 个县（市、区）通过了国家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去年，在没有
新增大班额前提下，我市消除超大班额
4028 个 ，超 大 班 额 比 例 从 20.39% 降 至
0.1%。职业教育成果丰硕，民办学校规范
发展，分类改革稳步推进，无证办学机构
基本治理到位。

教育改革稳步推进。我市积极开创教
育改革创新的“邵阳模式”，全面实施多项
重大教育改革，开展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教
育质量综合评价、新课程改革、教师交流轮
岗试点等改革创新工作，相关经验多次在
全省推介。理顺教育督导体制，市县两级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全部成立。《市人
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发展的意见》经市委深改组审议正
式印发。招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中职学
校招生秩序走向规范。

育人质量不断提升。2018年，我市国
民教育总体规模保持湘中湘西南地区第1
位，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
入学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5.01%和 3.7%。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等优质特色学校的
创建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同时，将德育工
作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校园

和师生文明程度有效提升，评选出 20 所
“市文明校园”。校园阳光体育运动不断推
进，学生体质整体提高，市二中学生夏思凝
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100米栏比赛获得
银牌。教育科研扎实开展，申报立项省级
课题 53 个，申报及立项率在全省领先；一
线教师获部级优课33节、省级优课43节，
参加教学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 30 余项。
高考成绩再创佳绩，一本、二本上线率稳步
提升，清华北大录取数居全省前列。

教育民生保障有力。我市通过集团化
办学等模式，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学校比例不断攀升，助
推了新区开发、人才引进和经济发展。城
区接纳5万余名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就
读。全市各类职业院校每年为邵阳、中南
地区、甚至更大范围的制造业输送技能型
人才 4 万余名。教育精准扶贫到户到人，
实现资助制度从学前教育到高中的全覆
盖，全年发放资助金6.88亿元，惠及101.83
万人次贫困生。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划片免
试入学政策，全面推行普通高中“阳光招
生”，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三残”儿童
实现可读尽读。

教育治理取得实效。一年来，我市开
展校园周边环境、防溺水、扫黑除恶等 10
大专项治理，常态化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和
安全教育。重拳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保障师
生安全，取缔校园周边各类流动摊担1347
起，查处摩的出租200余起、网吧接纳未成
年人上网300余起，打击违规小商小贩845
人。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共受理诉求 2822
件，满意率99%。教育考试考务井然有序，
13 大国考、1 大省考、1 大市考顺利实施。
学校财务、基建监管和内部审计工作进一
步加强，完成6所学校财务收支审计、70个
基建及修缮项目审计。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1492 家，取
缔关停培训机构 472 家，通过整改办理办
学许可证培训机构 93 家，公布“白名单”
310家。

向“人民满意”的目标不断迈进
——2018年我市教育事业亮点工作回眸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邓玉琪

邵阳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余晓
冬）近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联合公布了 2017-2018 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评选结果，邵阳学院成功入选，成为了全省唯一入选
的本科院校。

近年来，邵阳学院紧紧围绕《湖南省“十三五”节能
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安排部署，以“节约型校园”建设
为主线，大力推进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全面完成了
教室LED照明改造，使用清洁能源供水供热，在全省高
校中率先引进水汽能技术在学生公寓安装中央空调，开
展自来水管网探漏和水平衡测试，实施公共建筑节水器
具全覆盖，不断扩大太阳能路灯使用范围。学校总务处
两型校园建设科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强化对公共建筑能
耗监管。能源审计数据显示，该校公共建筑能耗指标折
合标准煤为5.6kg/㎡，节能成效显著。

邵阳学院获评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邵阳日报2月25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刘美
丽）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邵阳职业技术学
院生物工程系教师李丹、尹秀娟、谭德展组建的教学团
队凭教学设计《犬胃内异物的诊治》获得高职组教学设
计赛项二等奖。

《犬胃内异物的诊治》是动物医学专业核心课程《动
物内科病》的授课内容。《犬胃内异物的诊治》教学设计
基于翻转课堂教学理念，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项目
为载体，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以
制定“犬胃内异物”防治方案为总任务，分解为诊断、治
疗、预防三个子任务。该教学设计运用虚拟仿真技术，
模拟犬胃切开术，突出重点，增强了学生保障动物福利
的意识，并通过在线诊断系统，确诊“犬胃内异物”，突破
难点，克服了以往黑板上治病的缺陷，教学效果得到了
明显提高。

邵阳职院教师教学设计获全国二等奖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2月20日，所有的中小学都已经开学，学生们从狂
欢假期转入紧张的学习状态，然而很多孩子们还没有找
回状态，对于开学，还是有诸多的不适应。

假期：孩子太野管不住

家住市区敏州东路的唐女士表示，终于开学了，整
个假期快要被孩子折腾得疯掉了。

唐女士的儿子辰辰今年读小学三年级了，从小就是
被外公外婆带在身边。不管大小事情，只要孩子有要
求，老人都会满足孩子，一旦没有满足，孩子就用哭闹的
方法来达到目的。

唐女士说，寒假期间提醒孩子写作业基本靠吼，有
时候实在气不过，就用衣架打，可后来发现，越打孩子越
不听话，如果自己不在家，辰辰在家就看电视。最让唐
女士担心的就是孩子思想上非常消极，经常会说一些

“活着没意思”“这个没意思，那个没意思”等话语，完全
没有一个9岁的孩子该有的活力和朝气。

“终于开学了，可以把熊孩子交给老师了。”唐女士知
道完全把责任推给老师也是不正确的，然而对于儿子，她真
的没有办法了。希望新学期孩子能听老师的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和唐女士一
样的想法，觉得孩子假期就是看电视、玩游戏，不肯学
习，所以很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去，让培训机
构督促着孩子完成作业。

老师：让孩子自主自立最重要

马婷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她班级一共有 28 名学
生，每名学生都是从刚开始启蒙的时候就一直跟着她，
为了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她费了不少的功夫。

然而，马婷说，自己最害怕的也是放假，平时在学
校，她都要求孩子们有事情可以好好说，不准哭闹，早餐
中餐都要自己吃，起床以后要自己穿衣服裤子和鞋子，
不能寻求帮助。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孩子们的自理能
力提高很快。然而一个假期过完以后，她发现孩子爱
哭、不肯吃饭等现象就反弹了。

大祥区滑石村小学的胡老师是一名班主任，开学以
后，发现有许多的孩子们因为假期玩得比较开心，开学
以后上课无精打采，不愿意认真听讲。所以，刚开学的
前两天，他都会先给孩子两天时间收心，引导孩子回归
到学习的状态中来。

大祥区西直街小学易慧茗老师介绍，寒假期间，孩
子们多处于一种“放野牛”的状态，尤其是小学生，没有
多少作业，家长管理也非常松懈，过年期间不好批评孩
子，这些都会造成孩子开学时对严格管理的不适应。作
为老师和家长，在开学以后，就一定要配合好，让孩子及
时调整好心态，投入到学习中来。

易慧茗建议，学习上，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
划，学习的主体是孩子自己，把计划制定权交给孩子，家
长辅助建议，执行者也该是孩子。作为家长，要对孩子
适当放手，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提升孩子的自控能力。

开学了，怎样让孩子收心？

教育部近日印发了《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
害学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回应最高检建议，从开
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加强教职
员工队伍管理等方面保障学生
安全，预防性侵害学生违法犯罪
的发生。此前，最高检向教育部
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建议有针
对性地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健
全完善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
和中小学学生的制度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小学生遭
受性侵事件的曝出，公众对中
小学生性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开
始有了明显的提升。但让人尴
尬的是，羞于开口又不知道如
何教育的家长将性教育的责任
推到了学校，而学校又缺乏真
正意义上的性教育教材和专门
的师资，即便开设了性教育课
程的学校，往往也只是介绍人
体发育和单纯的预防性侵犯，
缺乏对性的正面知识、性的文
化传统以及正确的性观念等方

面的教育，从而出现“学校得过
且过、学生一知半解”，结果自
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要加强中小学生的性教
育，首先需要公众进一步摆正
对“性”的认识，将“性教育”与
色情分割开来，正确理解性教
育的重要意义；其次，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进一步重视性教
育，出台教学标准、研究编纂教
材、大力培养师资，各学校要积
极落实性教育的要求，结合学
校和学生实际，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教育手段，帮助学生
学到符合自己年龄阶段的性知
识、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等
多个维度的综合教育。当然，
家长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应
该积极配合学校，并围绕学校
的性教育主题，结合生活场景，
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性教
育，加深他们对“性”的认识，逐
步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性心
理，形成科学的性道德观。

预防性侵，加强性教育是基础
李 超

邵阳日报2月 21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孙孝智 谭虎跃）2月19日，隆回
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的
召开，正式擂响了2019年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的“战鼓”。

过去的一年，该县先后开展了校车安
全“春雷行动”“百日行动”“金秋行动”三
次集中整治，严肃查处了一批校车违法违
规行为，严厉打击了社会车辆的非法营
运，确保校车安全运行，为学生平安上下
学保驾护航。

2019年，该县将全面实施“快警”查处
模式（监控平台即时反馈、县校车办迅即
部署、乡镇执法快速行动）和校车违法违
规停运整改举措，强化校车公司化运营管
理，完善校车卫星定位视频监控功能，增
设能在车门口记录上车人数的“人流量统
计仪”，辨别驾驶员真伪的“指纹仪”和“数
据对讲机”，加强校车安全运营技术监控，
组织开展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技能培训，从
而确保校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隆回擂响校车管理“战鼓”

教育随笔

2月20日上午，大祥区西直街小学206班班主任海源（右）正在给学生发新书。
当天，我市中小学2019年春季学期正式开课开讲。为确保开学期间平稳有序，市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派出六个督查小组，对全市各地各校的开学工作进行督查。
李超 易慧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