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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
员 胡楚湘） 1 月 4 日，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2019年秋季学期将于2020年1月14
日正式放寒假。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做好
2020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寒假前后工作的
通知》，对寒假前后的工作作了安排。

根据安排，2019 年秋季学期将于 1 月
14日正式放寒假，2020年春季学期于2月6
日、7 日报到，2 月 10 日正式开学上课。
2019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时间不得早于1
月7日。

市教育局要求，放假前，全市各中小学
校（幼儿园）要对学生集中开展安全教育，
针对寒假期间的气候特点，重点加强用火
用电、乘车乘船、防冰冻、烟花爆竹等方面
的安全教育；要通过家长会、微信群或QQ
等方式，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加强孩子寒假
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寄宿制学校要妥善安

排好学生离校事宜；要全面组织一次安全
隐患排查和整治，对查找出的问题，建立隐
患台账，迅速落实整改，防止各类安全责任
事故发生。

各学校（幼儿园）要加强对学生假期生
活、学习计划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合
理布置学生假期作业，严格控制假期作业
量，确保学生在假期有充分休息和自主安
排活动的时间，提倡布置有利于学生动手
动脑、增强体质、适合学生自主完成或在家
长指点和简单帮助下能完成的实践性、探
究性作业。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参加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参加有益身心健康、陶冶情
操的文艺、体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还
要根据当地实际，密切与家庭、社区的联系，
充分利用本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资源，

为学生提供更多就近、方便、有益的实践活
动项目，满足学生假期校外活动需要。要
充分关注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残疾少年儿童等特殊群体孩子的假期
活动，在生活和学习上予以指导和帮助。

市教育局强调，严禁学校在寒假期间
组织任何形式的补课或出租、出借场地给
社会培训机构举办复习班、辅导班；严禁在
职公办教师参加由社会培训机构或家长组
织的补课活动；严禁在职公办教师替社会培
训机构进行招生宣传、组织生源，诱导、强制
学生到社会培训机构参加补课、培训。严禁
违规组织招生考试，全市所有初中学校不得
组织或委托任何教育机构组织任何形式的招
生考试，不得单独或与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
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全市
所有高中学校不得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
尖”选生源。

1月14日正式放寒假
假期这些事情你需要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贺晓红 曾钊华） 上月
底，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职组服装设计与工艺项
目在株洲工业学校拉下帷幕，邵阳工业学校教师段小清、
李志红指导的学生罗欢、周丹在全省40支代表队、80名选
手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并取得国赛资格。

按照比赛规程，省赛一等奖比例为10%，即4支代表
队、8名选手，他们将代表湖南省参加2020年全国职业
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邵阳工业学校省赛获得一等奖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崔禄健 刘彬） 上月底，邵
阳学院第九届“展翼杯”大学生辩论赛决赛落幕。

本届辩论赛从班级赛到决赛前后历时一个半月，19
个学院之间先后进行辩论22场，线上线下活动覆盖学生
2万余人次。决赛以“高校大学生成长的关键是自身能
力还是外部环境”为辩题，通过语言的交锋引导新时代
青年大学生从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依靠自身能力坚定
选择方向，使自己早日成长成才。辩手们时而引经据
典、时而以史喻今、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诙谐幽默，将现
场氛围一度推向高潮。最终，该校食品与化学工程学
院、外国语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分获冠亚季军，政法学院
范昕玥获得了辩论赛“最佳辩手”称号。

邵阳学院第九届“展翼杯”大学生辩论赛落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梁厚连）
上月28日下午，由绥宁县教育局组织的“2019年绥宁县中
小学‘我和我的祖国’专题文艺汇演”在绥宁一中举行，该县
1400多名中小学生用生动的演出抒发了自己的家国情怀。

本次汇演的节目全部由各校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其
中《王二小情景剧》《我有个中国梦》《不能忘却的记忆》

《抚今追昔砥砺前行》《感恩先辈，祝福祖国》《在阳光下
成长》等话剧、情景剧和歌舞节目，形象地再现了战争年
代的动人故事和新时代的繁荣昌盛。

“文艺汇演让大家深刻感受到校园是同学们展示自
我的大舞台，同学们的美好梦想，或将从这里启航。”绥
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罗青松表示。

绥宁举行“我和我的祖国”校园文艺汇演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易叶红） 为了充分
发挥小学语文名师团队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教
师间的交流，帮助农村小学语文教师把握新教材
的编排特点，深入挖掘新教材中的重点、难点，用
好新教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落实语文核心素
养，奠定学生知识基础，不断促进隆回小学语文教
师队伍专业化发展，上月25日上午，隆回县曾旭
平小学语文工作室组织筹备的“同课异构、送教下
乡”活动在周旺中心小学进行。

隆回县东方红小学吴珺给老师们带来一堂精
彩的示范课，隆回县周旺镇中心小学语文组陈丁
花上了一堂生动的研讨课。最后，隆回县万和实
验学校袁园给老师们带来的微讲座《统编教材解
析》，着重分析了教材的六大亮点和阅读策略单元
怎么教等问题。

同课异构 送教下乡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张伟庆 邓明子） 1月2
日，市教科院、市蓓蕾幼儿园和湘郡铭志学校的26名党
员“组团”来到绥宁县黄土矿镇自然村幼儿园，开展“送
温暖 献爱心”活动。

活动中，党员们为自然村幼儿园的小朋友送去了学
生床、棉被、棉服和幼儿书籍等物资。

党员组团送温暖献爱心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丽萍） 上月26日，隆回
县正式与广东佛山市锦鑫旺投资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
将在隆回县城北高铁新区新建一所民办学校。

学校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220亩，建筑面积约
9万平方米，按寄宿制学校标准，设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三个办学层次，计划容纳学生7000 人左右。学校建成
后，将引进省内外名优民办或省级骨干民办学校合作办
学，从确定的省内外名校资深管理人员中选聘校长、管
理人员及学科带头人并共享教育教学资源。

隆回签约新建一所民办学校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
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励更
多的未成年人自觉践行道
德规范，增强道德意识，养
成良好品格，上月27日，市
第四中学授予张逾龙等八
名同学“新时代好少年”称
号，并进行表彰。

一年来，市四中以创
建“文明校园”为目标，以
安全教育和良好的行为习
惯养成教育为抓手，通过
开展军训、向国旗敬礼、合
唱比赛、演讲比赛、征文比
赛、黑板报比赛、心理健康
辅导、安全专题讲座、禁毒
专题讲座等活动，推动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李
超 通 讯 员 宋 宁 黄
丹 摄影报道

“这道题哪位同学还有不同的解
法吗？”

“老师，我有！大家都将购买商
品的人数设为未知数、然后列方程，
不过我认为，还可以将商品的价格设
为未知数、再列方程。”

说完这番话，这名男生走上讲台，
将他的解题思路完整地向同学们阐释
了一番，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这是市三中数学教研组组长谭
帜辉执教 359 班数学课的一个场景。
而这样的情景，在谭帜辉的课堂上屡
见不鲜。

在市三中，谭帜辉可谓是“课改尖
兵”。虽然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教育专
业，又教了6年的计算机，之后才转教的
数学，但谭帜辉从来不认为“半路出家”
就可以得过且过，而是更加重视对学科
的理解、对教学方法的打磨，更是通过教
科研来反推教学的落实、课改的深入。

“要给学生一杯水，我得准备一桶
水。”这是谭帜辉的人生信条。十多年
来，她坚持刻苦钻研数学教材，不断摸索
和创新教学方法，并广泛涉猎与数学教
学相关的书籍，以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
知识，很多休息日，她在书店一坐就是大
半天。她还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活动，听
课、评课，虚心向其它老师学习、请教，逐
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数学骨干教师。
去年5月，谭帜辉参加湖南省中小学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邵阳市市直选拔赛荣
获一等奖。下半年，谭帜辉又率学校数
学组成员组成5个队，参加2019年湖南
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线集体备课大
赛，夺得3个三等奖。去年底，她又在贝
壳网上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准备带领
本校的数学老师开展网上集体备课。

为了拓展学生的思维，也为了让学
生更好地理解、掌握数学知识，谭帜辉在

备课时总是尽力设计出不同的解题方
法：常规解法、第二种解法，甚至第三种
解法……“要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感觉
到总有一种方法是适合他的。”这是谭帜
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近年来担
任数学教研组组长的她，还把自己的这
种理念向同组的老师们渗透。每周二
下午，数学教研组开展的教研活动总是
热火朝天。有一次，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过程中，对一道几何证明题竟总结出了
10种不同的解法。

为了真正落实学生的课堂主体
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发
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性，近几
年来，谭帜辉坚持摸索和完善“兵教
兵”的教学模式，即由先学会的同学
来教尚未掌握的同学，“先进带后
进”；学生能想到的解题方法，老师尽
量不讲或少讲；老师主要负责引导和
点拨，“该出手时才出手”。在这样的
课堂气氛中，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表
现欲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学习效果
自然也有了保证。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每一
个学生都爱上数学。”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谭帜辉始终关注每一个学生，时常
通过课余时间与学生聊天、谈心，对学
生进行教学满意度调查。只要碰到学
生有学得吃力、难懂的知识点，她就反
复尝试用各种深入浅出的语言来诠释
解题思路，直到学生满意为止。

“你们就和自己比，只要比以前
学习兴趣更浓一点了、成绩进步一些
了，就是最棒的！”在谭帜辉的鼓励声
中，学生们的数学成绩稳步提升。
2019年下学期以来，谭帜辉执教的初
一359班和362班每次考试的平均分
都能比前一次提高好几分，部分同学
最多时甚至提高了四五十分。

“课改尖兵”谭帜辉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陶志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更是
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依托。2019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
实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和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湖南省“互联网+教育”行动计划 2019—
2022》精神，扎实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为我市加快进入
教育信息化2.0时代，进一步夯实了发展基础。

真正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全市所有学校（含教
学点）都按时在去年9月底前接入了网速200M以上的互
联网，真正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通”，完成了数字教育资
源全覆盖，为我市缩小城乡差距、校际差距，实现教育公
平、教育脱贫，推进教育信息化2.0，创造了前提条件。

全面推进网络联校建设。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实现网络联校环境下信息化
教育教学的高效、广泛、创新应用，我市全面铺开乡镇网
络联校、县域网络联校组建工作，要求各县（市区）采用

“1+N”或“N+N”模式，确保所有农村学校和教学点纳入
网络联校体系。截至目前，我市的12个县（市、区）及市直
学校都采取“1+N”建立了2个以上网络联校，其中省实
验县——隆回县采取“1+3”模式共建成网络联校13个。
同时，我市还加速推进网络联校建设，以农村网络联校建

设为龙头，全面推进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
教育均衡，全面推进国家教育信息化2.0工作。

重点推进“学习空间人人通”。近年来，我市广大教
师积极应用个人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家校互动、网络研
修、学习指导等活动。截至目前，我市有近6万名教师在

“湖南省基础教育资源网”等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通
空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在“湘教云”上注册有教育
电子身份证号。据我市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信息系统数
据显示，我市已开通学校空间的学校有1000余所，开通
教师空间近66000余个，开通学生空间315350个。

有序推进网络教研联盟。我市全面开启教育信息
化战略研究，推进网络教研联盟建设。去年，我市充分
发挥名师课堂、同步课堂、专递课堂的作用，通过“一校联
多校”“名校联弱校”“中心校联村小”，推进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努力提高弱校、村小教师教研水平和教育教学质
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根据“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内涵
发展，分步实施”原则，隆回县正在进行网络教研联盟的
试点工作，其他县市区也在有序跟进，共涉及小学24个
优秀学科，初中36个优秀学科。并将逐步扩大规模，到
2022年，各学段各学科中小学教师将实现全覆盖。

向教育信息化2.0时代阔步前行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邓玉琪 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