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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唐 威
杨琴）“张海迪小时候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
高位截瘫……但她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
斗争，成为了一名作家。”近日，屋外寒风凛
冽，但湘阴县鹤龙湖镇的晗晗（化名）还是如
期在家中迎来了他的送教老师——来自该
县特殊教育康复学校的汤茜，因脑瘫而长期
自卑的他在老师的鼓励下露出了自信的微
笑。晗晗只是该县享受送教上门学生中的
一员，2019 年，该县特校教师已开展送教上
门1300余次。

“特殊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兜底工程，
让每一个残疾孩子同样享受合适的教育，就
是我们教育扶贫的‘最后一公里’。”据该县
教育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局基教股和县特校
在摸排残疾学生入学情况时，获悉县内有多
名重度残疾儿童无法到校上学。为了确保
特殊孩子也能以更好的状态融入社会，2014

年起，该县决定由县特校专门负责，持续深
入践行“一个也不能少”的精准扶贫理念，制
定“一人一策”的送教上门实施方案，并为每
个学生配备两名专业教师，从教育与康复、
知识与技能的角度出发，结合音乐、美术、手
工等相关内容送教上门。截至目前，已成功
圆了75名重度残疾孩子的求学梦。

“我们还会根据送教学生的康复需求，
准备好所需物资。”在湘阴县特校校长寻新
祥的心中有一本账，账上记着的不是数目，
而是送教学生所需的轮椅、尿不湿、坐便器、
急救包等物资。今年来，学校用于送教对象
的资助金额已达8万余元，且每个送教学生
都享受到了每年 1000 元的贫困生生活补
助。该县还将不断完善送教上门机制，确保
这些“星星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和
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享受到
合适而有质量的教育。

送教上门 为“星星的孩子”圆求学梦

岳纸学校

大大手拉小手手拉小手
爱心温暖行爱心温暖行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周湘云）
近日，岳纸学校副校长杨科带领共产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一行 12 人冒严寒、斗风雨前
往双塘小学开展帮扶交流活动，共捐赠课外
书籍 1174 本和崭新的校服 90 套，给双塘小
学学生送去一份爱心与温暖。

在双塘小学党务室召开了“党建带帮
扶、帮扶促党建”主题座谈会。双塘小学校
长代表全体师生表达了多年来岳纸学校对
双塘小学无私帮助和倾情帮扶的感激之
情。在深入推动帮扶工作的同时，双方党员
围绕结对帮扶的重点和难点，共同研究加强
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办法。此次帮扶活动，提
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增强了党员教师在实践
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市四中

学学生争当生争当
新时代的新时代的““小雷锋小雷锋””

本报讯（钟秋然）“门卫师傅，请让我
进去，我们是给市四中拾金不昧的三位
小雷锋送锦旗的”。这是近日发生在市
四中校园门口让人感动的一幕。

事情缘于 12 月 3 日晚上 9 点，市四
中高二年级 299 班三位女生结伴回家，
在途经一医院南院公交站台时，拾到
一个红色手提包，包内有诸多证件和
大量现金。三位同学立马给班主任陈
老师汇报情况，自己则留在原地等待
失主，通过多方途径，最后在当日晚上
10:30 左右手提包物归原主。失主当场
拿出若干现金作为酬谢，被三位女生
婉言谢绝。

失主对这一事情心怀感激，通过三
位女生的着装判断出她们是市四中的学
生，于是几次前往学校教务处，希望学校
帮忙找到这三位拾金不昧的学生，学校
经过几番核实，最终通过班主任陈老师
找到了这三位同学。

在 11 月下旬召开的全市基础教育教学
工作大会上，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华
在面向全市教育系统的讲话中，对教研机构
明确提出要“抓教研科研”的要求，指出“教研
的深度决定教学水平的高度”，“要切实加强
教研部门的建设，提高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
和课堂创新、课堂改革的能力。学校的学术
氛围影响着教师的钻研精神和专业情怀，同
时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形象和工作状态”。新
时期基础教育事业对教研机构、教研人员的
期待和要求，迫切而深远！

新形势下，市教科院将在市教体局的总
体科学部署下，确定“三个好”（定好位、服好
务、做好事）的工作基调，强化“六种意识、六个
抓”（强化使命意识抓机遇、强化全局意识抓规
划、强化问题意识抓创新、强化合作意识抓协
同、强化质量意识抓队伍、强化责任意识抓落
实），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工作效能。

在“适应形势”上做文章，加强
教研员队伍建设

随着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到崭新的时期，
我们迫切需要打造一批思想境界高、教研能力
强、群众反响好的教研员，使之能做到永远忠
诚党的教育事业，愿意为我市的基础教育工作
奉献自己的一切。要提振师德，打造一支影响
力强的专职教研员队伍。要加强师德师风教

育，规范教研员的行为，着力解决师德失范、学
术不端等问题，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
制，让教研员德艺双馨。要提高士气，打造一
支执行力强的中层干部队伍。要逐步推行岗
位设置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制度改革，稳步推
进院内设机构整合调优。要提升合力，打造一
支向心力强的兼职教研员队伍。要聘请一线
名优特教师担任兼职教研员，协助专职教研员
攻关大项目大课题大会战，并借此倒逼专职教
研员珍惜现有工作岗位，苦钻业务，不断进取；
要推动专职教研员下学校联点、上课，经常深
入教学一线，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指导能力，成
为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朋友。总之，要不断加强
工作创意，让全市教研队伍更有活力、更有作
用、更有影响、更有地位。

在“突出重点”上做文章，推进
区域教研改革

教研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需要梳理
出重点难点，区分轻重缓急，一件一件来办。
一是精心打造区域教研共同体。在中心城区
所属的岳阳楼区、南湖新区、经开区、市直学
校中一体化联合开展城区义务教育骨干教师
示范教学研讨活动，推动城区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二是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依据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高中新课程标
准》，修订完善适应新形势的《岳阳市中小学

教学工作常规管理办法》，并有度、有力、有效
地督导落实。三是加强教育质量监测力度。
要将各学段的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视作“一盘
棋”，系统组织好城区三年级以上的教育质量
监控工作，指导县市区对义务教育质量进行
同频监控，科学开展全市高中教学视导工作，
让“质量”成为各学段教育教学永恒的主题。

在“落实细节”上做文章，提升
教研管理效能

嘴上说千道万，不如真抓实干。教研管
理工作，既要理又要管，重在过程落实，重在
抓好细节，在执行力上做足功夫，才能见到成
效。一是要明确学段任务要求。在坚守教学
工作常规不放松的基础上，全市基础教育三
个学段系统推进“三项提质工程”（小学强基、
初中壮腰、高中筑梦），做到三个学段整体发
力，协同推进，并适时研讨、适时鼓劲、适时总
结。二是要凸显过程管理理念。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教师队伍建
设、校本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教育信息
化应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和项目，进行专
题重点研究及后期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主动
对接省教育学会，积极发挥各类学术社团对
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和积极促进作用。三是
规范竞赛活动行为。认真组织开展全市“金
鹗奖”（含基教、职教、幼育）教师教学竞赛、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微课竞赛、中职师
生技能竞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系列师
生竞赛活动，确保竞赛的标准、过程、结果等
公平公正公开。

在“创新工作”上做文章，加强
新高考应对研究

教研机构的天职就是研究、指导、服务，
市教科院必须在新课程、新高考改革来临的
大趋势下深度转型，抢占发展先机。要不断
加强新高考研究。要依托名师工作室、教师
工作坊开展教师培训活动，掌握工作的主动
权，不断推进新课程新高考实施进程，从“规
范、均衡、优质、提升”四个维度进一步完善

《岳阳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考评方案》。要继
续完善考试评价制度。随着新高考招生制度
的实施，必须加强基础教育整体质量评价体
系的建设。要建立高考、学考、综合素质评价
相补充、相协调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常态化
的监测机制。要深入推进高中招生制度改
革，坚持“两考合一”，到2021年初步形成基
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
价的高中招生录取模式，体现新时代对义务
教育学生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的要求。

此外，还要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在“促
融促用”上做文章，使之与学科课堂教学深度
融合。

市级教研机构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追求
市教育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廖小光

小时候，责任是做一
个好儿子，考出优秀成

绩；长大后，责任是报效祖国，为国争光。有
时候，责任小到如一根鸿毛，有时候，责任大
得像一座高山，但无论怎样，有责任方能有力
量，担责任才能去远方！

大道者，责任在心，绝不放弃。勒内斯卡
夫说过：“责任放在心中，内心永不会空虚。”
张渠伟同志身处脱贫一线，帮助底层人民，脱
贫直线上升，但因疲劳成疾，眼睛高达一千度
近视。你拴下帐篷那一刻，便已立下了军令
状，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你却负了伤；在泥泞的
大山中，你却走出了路，路旁的果实熟了，人
们的心也甜了，无论困难多大你都没有放弃，
只因那心中沉甸甸的责任。

大道者，责任在心，坚守阵地。被称为
“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你从北大千里迢迢

来到戈壁深处，只为与千年的飞天共舞，聆听
历史的轻歌曼舞，一干便是五十余载，由青丝
变白发，从芳华到古稀，是你用双手拍去了绿
罗裙上的尘埃，无数次地修复损坏的文物，让
敦煌的文化活出她的光彩，给世界一个惊艳，
是你担起了历史文化坚守的责任。杜富国的

“你退后，让我来”六个字铁骨铮铮，豪气十
足。在危险面前，他没有半点退缩；自己挡在
前面，为保护他的队友，他失去了眼睛和双
臂。他们都知道自己心中责任的辛酸苦楚，
但他们未放弃，并以为荣为乐，这难道不是大
道所向往的吗？

大道者，责任在心，砥砺前行。“立心天地
厚”的钟扬，不惧任何危害，到达中国西藏最
西部去收集种子，多年来他收集上十万颗种
子，最高到达了海拔六千米的高山，天妒英
才，他在执行任务时，出了车祸，在他倒下时，

背包里面是他的初心、他的信仰、他的责任，
他所热爱的藏菠萝花将伴随他，绽放于高山
砾石之间！“匹夫有责”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基
因，北海牧羊的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虎门
销烟的林则徐，弃医从文的鲁迅……他们都
是因为把天下兴亡当作自己的责任，才名垂
千古。我们青少年何所畏惧？我们应当胸怀
大志，为复兴中华，砥砺前行。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也是在这世界上
有许多你不喜欢但又无得不做的事情，你都
不放弃，坚持阵地，砥砺前行。因为那是责
任，是根植于心的精神，是蓄养于血液里的
情怀。

虎踞龙盘今胜昔，邹凤清于老凤声！吾
辈更应秉有责任之心，造吾国盛世昌景！

市宏志中学高二宏志班学生 简 丹
指导老师 李新秀

华容县教体局

分享学分享学习成果习成果
共促教育发展共促教育发展

本报讯（张菊涛 张友亮）近日，华容
县中小学校长及青年后备干部高级研修
班的全体学员在县新华书店“悦读空间”
举行学习心得交流会。党委书记、局长
龚成明，党委委员、副局长杨宏发，主任
督学刘建新参加活动。

会上，16 名学员代表通过精心制作
的PPT，分享了各自在学习期间的所见、
所学、所感、所思，并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
做到学以致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学员们
纷纷表示，本次培训让他们更新了理念，开
阔了眼界，为今后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
供了宝贵经验。龚成明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要把外出培训学习获得的好办法、好
经验分享给身边的老师，并带头把好的教
育理念落实到教育管理中去。

责任在心 砥砺前行

将将65016501景区打造成景区打造成
航天科普特色研学基地航天科普特色研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江
红）近日，由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岳阳
市旅游协会主办的湘鄂赣旅游推介会在
临湘6501景区举行。

据湖南三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红万介绍，公司自今年 5 月入驻
6501 景区后，经过精心设计和全力建
设，已将神秘的 6501 打造成为规模宏
大、独具特色的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在
6501 景区洞内，由国内专业从事航天科
普展览的中高会科普教育展览中心设
计建造了航天科普馆。在蜿蜒曲折、
四通八达神秘的洞窟里，游客可以了
解中国航天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和辉
煌成就，包括人造卫星、国防航天、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两弹一星”的科普
知识和博大的精神内涵……未来目标
是把 6501 打造成为湘鄂赣三省最大的
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形成特
色鲜明的研学旅游亮点。

▲

汤茜老师在晗晗家中为其授课。

岳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的有关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拟

以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拟协议出让地块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协议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岳楼土协出
（2019）02号

备注

宗地位置

金鹗山办事处螺
丝港居委会

该宗地根据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裁定书及协助执行书，经报市政府批准办理协议出让并转让手续。

土地用途

住宅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40.49

出让年限（年）

住宅70年
（2089年10月

25日）

土地出让金
（万元）

20.1215

意向用地
者

郭磊

二、公示期限：2019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27
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

列内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方式提出。
联系单位: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单位地址：岳阳大道南侧
邮政编码：414000
联系电话0730-8215830
联系人：赵平波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9日

尊敬的电力客户，为确保供电设备正

常运行，我公司决定对：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110kV 九华

山变电站10kV九光III线356全线线路因

110kV九华山变电站10kV九光III线356

因配合线路检修施工致 10kV 九光 III 线

356全线临时日前停电

停电时间：2019年12月26日08时00

分至2019年12月26日17时30分。

停电范围：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岳阳楼区：金泰滨城小区，滨江观邸小区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110kV 北港

变电站 10kV 北岭 I 线 312 全线线路因

110kV北港变电站10kV北岭I线312因配

合新建线路施工致 10kV 北岭 I 线 312 全

线临时日前停电

停电时间：2019年12月20日08时00

分至2019年12月20日17时30分。

因理工学院研究生考试，改期至2019

年12月24日08时00分至2019年12月24

日17时30分

停电范围：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岳阳楼区：东方罗马公司、公路局公司、枫

树易家5B小区、楼区人民检察院小区、枫

树组2B小区、丹桂园小区、粮贸小区、路

灯公司、金虹中环 1#小区、北港医院小

区、中环国际精英公馆2#小区、金桥花园

公司、广播电视大学公司、公安局 1#小

区、公安局2#小区、公安局公司、加油站

公司、改造厂小区、鑫鸿小区、朝阳居委会

小区、湘泰源小区、环卫处小区、药检局小

区、林科所富林小区、三眼桥派出所小区、

水榭花都小区、水榭花都2#小区、楼区卫

生局公司、南湖正泰小区、路桥四公司、四

公司小区、南环南路（尚书山）小区、岳阳

市检验检疫局公司、建工局小区、金桥花

园小区、九龙生活区小区、南湖渔场公司、

路灯公司、理工学院公司、理工学院东院

公司、华菱融域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110kV 北港

变电站 10kV 北岭 II 线 326 全线线路因

110kV 北港变电站 10kV 北岭 II 线 326 因

配合新建线路施工致10kV北岭II线326

全线临时日前停电

停电时间：2019年12月20日08时00

分至2019年12月20日17时30分。

因理工学院研究生考试，改期至2019

年12月24日08时00分至2019年12月24

日17时30分

停电范围：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岳阳楼区：三辉置业公司、兴盛房地产公

司、仙岳置业公司、鑫鸿小区、北港所小

区、华菱融城小区、新天地小区、路灯公

司、金穗小区、乡政府小区、枫树岭小区、

理工学院东院公司、路灯公司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