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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确

严禁抢挖县中优秀教师
1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
介绍《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情
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晁桂明在
会上介绍，这次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特
别部署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的工作。
晁桂明表示，去年 12 月，教育部等 9
部门印发了《
“十四五”
县域普通高中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对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作出了整体的
谋划和部署，总体来讲还是要整体提升县
域普通高中的发展水平、办学质量。
在招生管理方面，
《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各地要在落实县级招生管理责任的基
础上，切实强化省级统筹责任和地市主体

责任，严格普通高中招生管理，
落实
“公民
同招”和属地招生政策。除此之外，也在
进一步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
加强信息化
管理。要求各地全面建立地市级高中阶
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台，
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建立省级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
台，切实加强招生计划和录取过程管理，
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的查处力度。
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一是提出
进一步加大县中教师的补充力度。要求
各地严格落实中央关于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标准和统筹管理的相关规定，
依照标准
条件及时补充县中教师。实施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加大县

中教师培养力度。二是健全县中教师激
励机制。要求各地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
高级教师岗位比例，
中高级教师岗位设置
适当向县中倾斜，
合理核定县中绩效工资
总量，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向优秀人才倾
斜。三是严禁抢挖县中优秀教师。要求
各地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教师流动手续，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
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
最后是提高县中教师队伍素质。晁桂明
表示，教育部将组织开展县中校长和教师
骨干示范培训，
省级组织县中校长和教师
全员培训，
促进提高校长办学治校能力和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张盖伦）

智慧课堂进村小

07

【教育传真】

合肥
“智慧体育”
将进入课堂
教育部近日公布了 2021 年度教育信息化教学应
用实践共同体项目名单，由包河区教体局牵头、科大讯
飞研发的“合肥市智慧体育的研究与应用共同体项目”
成功入选。
据介绍，该系统借助智能穿戴技术、AI 运动视觉
分析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实时采集分
析学生运动数据，自动计算各项运动成绩，形成学生个
性化的运动档案和成绩报告，解决了传统体育教学“难
量化、难记录、难监督、难分析”的问题，让体育课堂变
得更
“智慧”。
目前，该系统已在合肥四中、合肥七中、合肥师范
附小、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等九所学校展开试运用，
接下来，该系统还将在合肥市各大中小学进行推广，会
让更多学生感受到
“智慧体育”
的魅力。
（李明）

淮南

1 月 11 日，淮南市
八公山区工农小学学
生孔伊娜利用科大讯
飞智慧课堂进行英语
学习。淮南市八公山
区工农小学是一所偏
僻的农村小学，该校通
过智慧课堂建设，孩子
们能够娴熟操作手中
的平板电脑，与老师和
同学开心完成抢答、
互
动等课堂教学活动，共
享优质教育资源。
通讯员 陈彬 摄

文化名家进校园
日前，淮南市文化名家进校园活动在淮南师范附
小山南第十四小学举办，来自全市文化系统的 30 位名
家为广大师生送去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本次活动分为书法讲座和文艺展演，其中京胡独
奏《大宅门》、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诗朗诵《致橡
树》、淮河大鼓《一块马骨头》以及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等现场展示让广大师生感受到优秀传统文艺的独特
魅力。这是该市首届文化名家进校园活动，接下来还
将继续组织文化名家奔赴淮南第二十六中学、淮南联
合大学等大中小学展演。据悉，活动由中共淮南市委
宣传部、淮南市教育体育局、淮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柏松 徐瑞成）

“百年党史记心上，六中全会精神
好，枞阳人民笑开颜……”近日，枞阳
县钱桥镇钱桥初级中学音乐活动室
内，铜陵市级非遗项目“枞阳大鼓书”
传承人、铜陵市党的理论政策百姓宣
讲员吴福东正带领 8 名初中生学唱大
鼓书。
为推进“双减”政策落地，铜陵市
组织实施“七彩桥”中小学课后服务志
愿项目，招募科普、文艺、体育工作者
以及退休教师、退役运动员、民间艺人

等，组织他们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 “枞阳大鼓书班”第一个报名的学生，
的非学科类课后服务活动。枞阳县深
如今已经可以独立表演两个经典段
入挖掘自身历史文化底蕴，推进非物
子，
成了吴福东的得意门生。
质文化遗产与课后延时服务相融，带
“我妈妈还加了吴老师的微信，有
动非遗深入进校园。
些唱腔节奏我总是掌握不好，吴老师
“枞阳大鼓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空闲的时候会通过视频教我。”周银萍
础，
深受群众喜爱。
”
钱桥初级中学校长
告诉记者，她特别期待每周三课后的
丁安成告诉笔者，
钱桥镇是枞阳大鼓书
鼓书课。
主要传承基地之一，
镇里不仅成立了大
“一副快板、一根鼓条、一面大鼓，
鼓书专业委员会，
传承人吴福东还组建
不仅让学生们的课后多彩了起来，丰
了大鼓书曲艺宣讲队，
把枞阳大鼓书融
富了校园艺术文化生活，也敲响文化
入课后延时服务。
传承的‘鼓点’。”枞阳县教体局局长周
在吴福东及团队成员
剑斌表示，枞阳大鼓书这项非遗文化
的倾力指导下，学生唱得
在校园内活了起来，有助于教育减负
越来越有韵味。周银萍是
增效，也推动了文化传承保护。
（刘洋）

【
“双减”
在行动】

我省校外培训收费标准上限明确
“双减”
后，校外培训收费标准怎么制
定？学校、家长和社会都十分关注。笔者
1 月 10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连日来，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学科类
校外培训收费政策制定，截至 2021 年底，
全省 16 个市均已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学科
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全面完成
“双减”
校
外培训收费标准制定工作任务。
全省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的“上
限”实现统一。据悉，省发展改革委会同
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按照国家校外培

训收费政策及降费减负目标要求，
结合我
省实际，印发相关通知，制定全省线下学
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上限：10 人
以下班型为 50 元/课时·人次，10—35 人
班型为 35 元/课时·人次，35 人以上班型
为 20 元/课时·人次。各市根据本地居民
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在省定上限内，合
理制定本地基准收费标准及浮动幅度。
上限制定后，
各地可制定本地校外培
训具体基准收费标准及浮动幅度。省发
展改革委加强对各市政策指导和工作调

度。其中合肥市基准收费标准与省定上
限一致，
其他各市基准收费标准均低于省
定上限，上浮幅度均按国家规定不超过
10%，下浮不限。全省平均基准收费标准
为 30.5 元/课时·人次，比定价前全省实际
平均标准每课时 46.9 元降低 35%，
低于沪
苏浙收费标准。按全省平均基准收费标
准测算，
我省家庭年平均培训支出占家庭
户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7.98%，比现行
12.28%的负担水平降低 4.3 个百分点。
（王弘毅）

【教育时评】

首份︽家庭教育令︾的警示意义

非遗进校园 唱响“好声音
好声音”
”

1 月 6 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案，
并针对监护人
监护失职的情况，向其发出了《家庭教育令》，
责令其多关注被监护人的生活状况，
如违反裁
定，
法院将视情节轻重，
对监护人予以训诫、
罚
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于今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其核心宗旨，
就是以法
律法规来引导、
规范家庭教育，强调父母以及
其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法律责任，
期望
并要求在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能够“依法办
事”
。这意味着，
父母、
家庭在教育子女问题上
不当将承担更大责任，原来的“野蛮带娃”
“任
性带娃”将不再被允许。全国首份《家庭教育
令》的发出，
不但是向当事人，
同时也是向公众
证明了新法律的严肃性。
事情缘起于夫妻离婚以后导致的抚养权
变更纠纷。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了作为
父亲的原告胡某要求把孩子抚养权变更为自
己的诉讼请求，判定孩子继续跟随母亲陈某
一起生活，但同时针对监护人监护失职的情
况，向其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责令陈某多关
注被监护人的生活状况，如违反裁定，法院将
视情节轻重予以追责。
从《家庭教育令》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
第
一，
其充分体现了坚持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最
大原则。第二，突出了法律的刚性，即如果义
务履行人违反了《家庭教育令》的裁定，
那么将
视情节轻重，
受到相应处罚，
如果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发出，对天下为人
父母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当很多人调
侃从今以后将“依法带娃”时，这份《家庭教育
令》无疑在告诉大家，
“依法带娃”是一件很严
肃的事情，
得有落实、
有执行。
（马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