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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地区抓团结、
抓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性
工作”。

作为国家单列苗族自治县、国
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城步苗族自治
县以办好“全面发展、优质均衡、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大力推进
教育强县建设，切实缩小校际差
距，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努力缩小
区域差距，有力促进了全县义务教
育的均衡发展。

优先发展不动摇

历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把办
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摆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明确了“教育发展优
先规划、教育投入优先安排、教师
待遇优先落实、教育问题优先解
决”的原则，形成了党政重教、部门
支教、社会助教的浓厚氛围。

为了发展教育，县委书记罗建
南、县长杨博理等县级领导每人
定点联系2所以上学校，经常性下
乡进校实地调研教育工作。全县
每年召开2次以上县委常委会议、
3 次以上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解决教育发展问题，同时还把教
育工作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安
排，并将发展教育作为脱贫攻坚
的基础手段和长效机制，层层压
实责任，努力为教育办好事、办实
事，推动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
均衡发展。县委政府对教育的重
视，更是直接带动了全社会对教
育的关心和支持。2016 年至今，
社会助学资金达 421.6 万元，惠及
学生4391人次。

队伍建设不放松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该县大
力实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农村幼
师招聘计划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幼
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健全入职培
训、岗位培训、高级培训、骨干研
修、校本研修等系列培训模式，强
化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落实教
师待遇保障机制，狠抓师德师风建
设工程，有力推动了全县教师队伍
的稳定、可持续。

目前，该县已经基本形成了一
支由全国优秀教师刘银秀、全国模
范教师宋阳玲等国家级、省级优秀
模范教师领衔，业务水平高、师德
师风好、教育效果优的教书育人团
队。2017 年和 2018 年，该县教师
参加省市教学比赛，获部级优课5
堂、省级一二等奖7个、市级特等奖
和一等奖9个。

改善条件频发力

尽管是小县、国贫县，但对于
教育的投入，城步却从不吝啬：全
县建立了公开透明的教育经费预
算管理体制，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投
入“两个比例”和“三个增长”要求，
始终做到教育经费优先安排、优先
保障、及时投入，同时不断加大对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改
善各学校的办学条件。

近年来，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8290万元，完成了全县42所完全小
学以上学校和27个教学点的合格学
校建设，同时投入资金19225万元，

大力实施薄弱学校改造项目，新建
及维修改造校园校舍89969平方米，
购置各类设施设备 73756 台（件、
套），装备计算机教室71间、多媒体
教室51间、班班通设备678套。全
县各级各类学校坚持“统一标准、
统一政策、统一建设、统一指挥”的

“四统一”原则优化配置图书、仪器、
体育器材及其它功能室装备，还投
入资金275万元，修建乡村学校少
年宫14所，为全县义务教育的均衡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班额化解中，该县以投资
1.2亿元新建九年一贯制的南山实
验学校为基础，共新增中小学班
级 102 个，新增学位 4000 个，新增
中小学寄宿生学位 1800 个，新增
中小学食堂就餐学位4000个。同
时采取一系列“腾笼”举措，于
2018 年秋季开学时全面消除了超
大班额。今年又累计消除大班额
98个，超额完成省市安排的“消除
大班额”目标任务，预计到明年，
随着芙蓉学校的投入使用及一系
列举措的落实，该县将全面消除义
务教育大班额。

完善保障全覆盖

让孩子们有学上，更要上好
学。城步不断健全学生入学机
制，大力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完善
学生助学体系，建立留守儿童关
爱体系和“三残”儿童入学保障机
制，切实推进全县义务教育公平
均衡发展。

该县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
策，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营养餐计
划，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等多渠道
资助助学体系。2016年至今，全县
共落实贫困学生政策性资助资金
5051.65万元，资助贫困学生77423
人次，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助，确
保无一贫困生因贫失学。

在关爱特殊学生工作中，该县
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导、社会各方
面广泛参与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进一步健全留守儿童工作机制，定
期组织留守儿童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全面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
康发展。而对于“三残”儿童少年，
该县在大力提升特教学校的办学
水平的同时，坚持实施中轻度“三
残”随班就读和特殊教育学校就
读，重度“三残”“送教上门”的方
式，切实保障“三残”儿童少年的受
教育权利。2019年，全县“三残”儿
童少年入学率达到100%。

全面育人成常态

近年来，城步进一步创新思
路，积极构建全方位督导评估体
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依托不断
深化的课改，加强对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充分利用乡村
学校少年宫全面推行特色教育项
目，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2017年以来，学生参加省市科
技大赛，获全国、省、市一二三等奖
近20个。学生电脑制作作品《报名
历险记》获全国一等奖。

近几年来，该县大力推进孝文
化、苗文化、武术、苗歌进校园，深
入挖掘推广舞龙、芦笙、山歌、竹竿
舞、打陀螺、挤油尖等地方民族特
色文化。白毛坪镇中学、长安营镇
中心学校、平林镇中心学校等学校
编撰了《油茶歌》《庆鼓堂苗歌》等
富有地方色彩的校本教材；五团中
心学校、蓬洞中心学校、白毛坪中
学等学校整合乡村少年宫和学校
功能室，通过聘请民间艺人等形式
组织开展山歌对唱、唢呐迎宾、傩
戏献瑞等活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艺术精髓；城步三中（原西岩中学）
突出诗词教学特色，学生征文比赛
200 余人次获国家级奖项，其中国
家一等奖60余人次，学校的“赧水
文学社”被评为全国“百牛文学
社”；南山实验学校、红旗小学、西
岩镇中心小学等学校将中华武术
操、跑操、《国学经典》诵读等内容
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国学经典
进校园活动；儒林中学以南方杨家
将文化为依托，以清溪古民居特色
建筑群为课外教学场，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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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
讯员 陈丽舫 袁蔚蔚） 11月29日
至12月1日，“2019-2020年全国啦啦
操联赛（西南片区）在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共有来自云南、贵州、
广西、湖南四省（区）的290支队伍、6500
余名运动员参赛。北塔区北塔小学荣
获公开儿童乙组集体街舞自选动作第
二名，与此同时，北塔小学被授予“全国
啦啦操星级俱乐部”荣誉称号。

啦啦操是一项集体操、舞蹈、音
乐、健身、娱乐于一体的运动项目，对
激发和锤炼参与者的团队协作、奋发
向上、热情自信、朝气蓬勃等精神品质
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自2002年从欧美
引入我国后，深受我国人民群众特别
是广大中小学生欢迎。北塔小学根据
该校生源复杂、基本素质参差不齐的
特征，积极在学生中推广啦啦操运
动。通过两年的坚持，该校广大学生
普遍迸发出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

今年5月28日，该校在北塔区教育局
举办的中小学啦啦操比赛荣获一等
奖；下半年，该校又分别获得邵阳市、
湖南省啦啦操比赛一等奖。

“让孩子们参加各级啦啦操大型
比赛既是一种锻炼，同时也增长了他
们的见识。‘台上一分钟，台下数年
功’，我们将为培养出‘品德好、学习
好、气质好、技术好’的啦啦操运动员
而持续努力。”该校大队辅导员、啦啦
操教练海琳说。

据悉，北塔小学目前是我市获得
“全国啦啦操星级俱乐部”荣誉称号的
唯一公办学校。该校啦啦操运动队将
于2020年7月和另两支获得西南片区
联赛前三名的队伍，参加在山东日照
举行的全国啦啦操决赛。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啦啦操决
赛上再次取得优异成绩，然后代表我
国参加世界啦啦操总决赛。”北塔小学
校长李结良表示。

北塔小学斩获全国啦啦操西南片区联赛亚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11
月23日至24日，由湖南省地市媒体小
记者联盟主办，常德日报传媒集团、湖
南太阳山教育有限公司承办的湖南省
第二届“十强百佳千优小记者”评选赛
在常德举行。来自常德、岳阳、株洲、
邵阳、湘潭、浏阳等省地市媒体小记者
联盟各会员单位的优秀小记者们展开
激烈比拼。

23日13时许，在常德市城区欢乐
城中庭的才艺展示区，早已人头攒动，
来自各地的小记者们在台下紧锣密鼓
的“备战”。13 时 30 分，随着 1 号选
手、株洲市天元区天元小学小记者蒋
林蔚的登台，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根据比赛规则，小记者们的比试
分为才艺展示、模拟采访、现场写作3
个环节，现场评委根据小记者在各个
环节的表现进行现场打分，再进行综
合成绩排名，最终角逐出“湖南省十强
小记者”“湖南省百佳小记者”以及“湖
南省优秀小记者”。

自去年全省地市媒体小记者联盟

举办了第一届“十强百佳千优小记者”
评选赛后，各成员单位先后通过不同
形式，选拔出优秀选手，备战第二届

“十强百佳千优小记者”评选赛。
邵阳市小记者协会以今年开展的

“见字如面·家书抵万金”大型征文活
动涌现出的优秀小记者，以及经过学
校推荐、协会审核通过的小记者，共同
组成了邵阳市小记者协会代表团，并
邀请了我市知名中小学作品培训品牌
——伯己教育的创始人杨沛庚老师等
为小记者进行了赛前集训。

经过激烈比拼，来自市湘郡铭志
学校的小记者曾喆妮和双清区华竹小
学的小记者陶诗绮荣获“2019年度湖
南省十强小记者”称号；张雅宁、王政
声、仇润泽、颜紫丹、刘丹、刘雯卉、肖
小情、潘筱雅、杨唯伊、陈博恩、孙宏
逸、阮子娴、郑何彬、刘诗轩、王语莹、
罗文骏16名小记者荣获“2019年度湖
南省百佳小记者”称号；谢睿哲、张煜
欣 2 名小记者荣获“2019 年度湖南省
优秀小记者”称号。

邵阳小记者全省比赛夺佳绩——

曾喆妮 陶诗绮

荣膺“2019年度湖南省十强小记者”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廖丽
爱 蒋钊钊） 11 月 24 日，在市教师
发展中心的组织下，2019 年“国培计
划”——邵阳市小学数学（A438）教师
工作坊研修项目第三次线下集中培训
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
60位一线小学数学教师参加。

研修活动中，辅导员王朝阳就目

前本坊线上研修的学情进行了解析和
答疑，6 位优秀学员代表进行了优课
展示。课堂上老师们各展所长，精彩
纷呈，从课堂效果来看，数学思想已经
渗透到了每一堂课，数学思想的认识
已然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本坊的
预期效果。课后，特级教师、工作坊坊
主颜家骐作了专业点评。

线上研修学方法 集中研修展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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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日 上
午，双清中等职业学校
的志愿者到双清区新
华社区进行扶贫帮困
服务。今年 70 岁，身
患冠心病和尿毒症，还
要照顾瘫痪在床多年
丈夫的老党员胡斌云
收到了志愿者送来的冬
日温暖。据悉，胡斌云
生活艰辛，却未向组织
提要求，还是社区众人
皆知的“热心肠”。
通讯员 郝亚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