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技风采

4教育
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农历丁酉年四月初一
责任编辑 黄媛媛 视觉总监 崔建湘 美术编辑 张渝婧

JIAOYU
投稿邮箱：67519475@qq.com 电话：15873618056

校园资讯校园资讯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王锋雷）
“学农基地建设要与学校实际相结合，要
与校园文化相结合，要与校本课程建设
相结合，形成一校一品。”4月21日上午，
石门县教育局二楼会议室内，发言踊跃，
讨论热烈。这是市教育局勤管办深入该
县调研、征集意见建议的生动场景。

市教育局勤管办即将出台市直学
校学生食堂及超市（商店）管理办法和

农村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建设考评细
则等修订完善后的试行文件。为了使
出台的新策更切合基层实际、更具有指
导意义，市教育局勤管办主任熊延海一
行深入具有农村典型性的石门县，向各
学段校长代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我
认为，无论是学校自主经营，还是托管
经营，都要服务精准扶贫大局，尽量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学校

要加强饮食文化建设，让学生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学会节俭，学会感恩。”“学
校商店要严禁售卖碳酸饮料、油炸食
品、膨化食品，不仅要服务于学生，还要
起教育引导作用。”校长代表们敞开心
扉踊跃发言。“学生食堂要多吃时令果
蔬，做到营养均衡、科学膳食。”“学农基
地要建成融德育、劳育、美育为一体的
育人场所。育人功能发挥在考核中的

分值要加大，这是我们制定办法和细则
的初衷。”市教育局勤管办领导也适时
地提出指导性意见。4个多小时的交流
与讨论，共征集到20条意见建议。

市教育局到石门征集管理新策建议

“红绿灯”走进滨湖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刘小满 方珍）4月

18日，常德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宣传民警走进辖区滨
湖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

活动中，民警根据幼儿年岁小、理解能力有限
的特点，采取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方式，与学生
开展有奖问答、现场教学等互动活动。通过展示
常见的安全标志牌，让幼儿熟记斑马线、禁行标
志、减速慢行等标志意义；通过开展有奖问答，让
幼儿回顾所学的交通安全知识，并送上安全标志
贴画以示奖励。此外，民警还选出了 2 名小朋友，
穿戴上小交警的衣服、帽子、手套等装备，现场教
授小朋友交通指挥手势后，通过模拟红绿灯场景
与其他幼儿进行互动，从而牢记“红灯停、绿灯行、
黄灯慢行”的交通规则。

此次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活
动，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掌握了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了
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得到了老师与家长的一致好评。

竹儿岭村迎来精准扶贫“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4月20日，石门县太平镇

竹儿岭村精准扶贫责任人工作布置会在常德职业技
术学院视频会议室召开。

太平镇人大主席方杰就结对帮扶责任人的工作
职责、结对帮扶责任人的工作任务、结对帮扶责任人
的相关调整、相关扶贫资料的具体填写办法等，向与
会人员进行了细致介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大
顺，带领大家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关于“更好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讲话精神；
太平镇镇长陈溢在会上表态，镇政府作为帮扶工作的
主体，一定会把帮扶工作落实好。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云新强调，要高度
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形成扶贫工作共识与合力；希望
后盾单位一如既往地助推扶贫工作，如期实现竹儿岭
村脱贫攻坚目标。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朱为）4月14日，常
德技师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动员部署教学质量
建设年活动。

为贯彻落实人社部《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精神，
深入贯彻“以服务为宗旨、突技能特色，以就业为导向、
育实干之才”办学理念，强化教学质量的首要地位，切实
加强教学建设工作，着力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为争
创“省内一流，国内领先”的技师学院奠定良好基础，学
院研究决定在2017年开展教学质量建设年活动。

大会通报了2至3月教学督导情况，宣读了《常德技

师学院教学质量建设年活动方案》。教学质量建设年活
动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大力实施“一个规范”
（规范课堂教学秩序和行为）、“三个突破”（一体化教学
改革、教学效果考核与运用、技能竞赛取得突破）、“五个
加强”（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建设、学习工
作站建设、教研教改全面加强）的“一三五”行动。

学院党委书记毛泽陆要求，教职工要充分认识开
展活动的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强化纪律和保障，不断把
活动推向深入，促进学院的一体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
质量。

常德技师学院“一三五”行动提升教学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 李贻琳）为积极响应武陵区
“校园文明”创建活动要求，展现学生文明、积极向上的
良好风貌，4 月 20 日，武陵区常蒿路小学隆重举行了

“乐享健康 传承文明”文明礼仪操、广播操比赛。
在《武陵一小文明礼仪歌》和《希望风帆广播操》轻

快的音乐声中，孩子们快乐地律动着。标准的动作、整
齐的步伐、洪亮的口号；彬彬有礼的手势、优雅的气质、
春风般的微笑……众多饱含文明气息的元素，秀出了常
蒿路小学生“小绅士”“小淑女”的文明风采，获得了全校

师生、家长们的高度认可。最后，8位毛遂自荐的学生家
长与专业人士组成评委团，评选出了13个优胜班级。

校园文明礼仪一直是该校常抓不懈的工作。这套
极具常蒿特色的“文明礼仪操”自本学期推广以来，就
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全校师生充分利用体育课和体
育锻炼时间全情投入，认真学习，充分展示了该校文明
礼仪教育的成果与风采。

这次比赛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随着文明礼仪操的
开展，该校学生文明的言行举止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乐享健康 传承文明

常蒿路小学举行文明礼仪操比赛

420多名幼教骨干研讨学前教育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近日，2017年度全市学前

教育工作研讨会在芷园宾馆隆重召开。研讨会由市
教育局主办，市一幼儿园承办，全市 420 多名幼教专
干、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活动。

活动以“践行《指南》·规范办园·科学保教”为主
题，邀请到省教科院基教所幼特教研室副主任周丛
笑、市教科院规划与发展研究室主任刘忠义以及长
沙市教学能手龚苗、邹勇为大家答疑解惑。活动既
有规模也有规格，既有专家引领也有经验分享，既
有现场观摩也有专家点评。特别是市一幼儿园省
级一般资助课题《幼儿教育去“小学化倾向”的实践
研究》课题组主研人员刘忠义，以《让孩子拥有一个
幸福的童年》为题，从“缘起、探索、收获、展望”四个
方面，介绍了课题组研究的历程与成效，得到了大家
的高度评价。

本报讯（通讯员 李真才 李威炜）为
落实市委、市政府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积
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近年来，市财政局
采取多项措施，为我市推进民办教育发展
提供了强大助力。

保障民办教育的经费投入。2007年，
市财政局首次从本级教附资金中安排300
万元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随着投入不
断加大，现每年专项资金规模已达700万
元。根据《常德市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重点
支持创建各级示范学校、精品专业、精品
课程项目；支持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奖励民办学校在各项竞赛活动的获奖单
位和个人。此外，每年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中大约70%的资金，用于支持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优质民办幼儿园办学补助及建
设配套奖励。

落实民办学校的教师待遇。市财政
局从2015 年起设立了市直民办学校教师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助资金。对市直
民办学校的教师和一定比例的行管人员，
按单位负担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
50%给予补助。

支持民办学校的品牌发展。市财政
局在鼓励民办学校品牌办学、特色办学方
面作出明确奖励标准：对评为国家、省级
示范性学校每所分别奖励 50 万元、30 万
元；对评为省级示范（特色）专业项目每项

奖励15万元，省级精品课程项目每项奖励10万元；对
被评为“双师型”的教师，副高级每名奖励1万元；对在
全国性职业竞赛中获奖的，每项奖励5至8万元，对在
全省性职业竞赛中获奖的，每项奖励2至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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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心中，他是作风正派、办事严谨
的长者；

在同行看来，他是业务精湛、博学多才
的专家；

在领导眼里，他是甘于奉献、忘我工作
的模范。

他就是石门县教育局核算中心主任司
马小文。

司马小文，从企业普通记账员、机关报
账员到教育会计核算中心主任，一头扎进会
计行当就是39年。2012年，他荣获国家财政
部颁发的“从事三十年财会工作”的金色荣
誉证书。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年受县政
府嘉奖，2002年、2015年两次荣立三等功。

“会计是个良心活，要说得起硬话”

有人认为，财会工作整天和一把算盘、
一台电脑、10个数字打交道，枯燥乏味，没有
出息。可司马小文不这么认为，他常说：“会
计是个良心活，只要我们过得硬，单位的管
理就说得起硬话！”

为了让全县教育系统财务管理人员的
思想和业务过得硬，他在财会人员的业务培
训上做起了文章。他先后组织财务人员培
训25期，既有“新兵”入职培训，又有“老兵”
继续培训。对新入职的财务人员，进行有针
对性的岗前培训，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技
能，较快地胜任本职工作；对从职多年的财
务人员，他则注重以先进的理念、先进的工

作方式来引领，严防固步自封，思想懈怠，促
进了全系统财务人员业务素质的整体提升。

在财务工作实践中，他冷静地看，细细
地品，心中自有一把“铁算盘”。为控制学校
招待费超标现象，司马小文主持制定了《石
门县学校业务接待审批单》，在报销时严格
执行标准，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坚持不予审
核报销，真正做到了“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
量事”。2016 年，该县教育系统接待费比
2014年同期对比下降45.8%，节约资金147.17
万元；会议费比2014年同期对比下降13.4%，
节约资金6.79万元，这些数字就是他“斤斤计
较”的最好印证。

“会计是个创新活，要不断拓宽思路”

“会计是个创新活，要不断拓宽思路。”
这是司马小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8年9月，石门成立教育会计核算中

心，对全县中小学实施“校财局管”。 司马
小文和同事们深入调研，花费5个多月时间，
编制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财务核算方法，简
称“四个统一”，即统一会计核算、统一会计
账套、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报表。他撰
写的《加强教育内部审计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论文，在《湖南教育》杂志上刊登，并入选

《中国教育文库》一书。
2016年，针对教育系统固定资产、学校债

权管理台账不清等问题，他开动脑筋，亲自起
草了石门县教育局关于实施《石门县中小学
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方案》和《石门县中小学
校债权清收实施方案》，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
展了一次彻底清理运动。通过清理，全县中
小学新增固定资产2.13亿元，减少固定资产
1050 万元；核销债权 670 万元、债务 961 万
元。其经验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

2016 年，在国家财政部大力提倡“内部

控制规范”之际，他历时3年编写的《石门县
教育局“内部控制规范”操作指南》一书正式
出版。全书紧扣“财务管理规范化”这个核
心，围绕建立“阳光财务”“效益财务”“廉洁
财务”的主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学校财务
知识的方方面面，成为该县教育系统财务内
控管理的精准导航仪，全面提升了全县中小
学内部控制规范化水平。

“会计是个辛苦活，要有拼命三郎
的劲头”

司马小文是教育系统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教育系统线长面广，实行“校财局管”

后，局机关和112个报账单位的业务，全压在
司马小文和同事们身上。寒暑假，机关其它
股室的工作相对消闲，他所在的股室却是最
烦忙的时候：报账、拨款、发工资，预算、审
计、办决算，一年草籽一年落，一期的账目一

期完，他们常常加班加点，却无怨无悔。
2017 年 6 月，他年满 60 岁，到了卸甲归

田的年纪，本应看看书、读读报、写写字，轻
松惬意上下班。然而，看到教育系统要迎接
四项“国检”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向教
育局党组请缨，并立下军令状：一定实现验
收各项指标不负分、打满分，确保验收考核
优秀等次。他说：“作为一名有30年党龄的
老党员，没理由不为党组织分忧解愁！”他是
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完成任务，他
制定了详实的工作分解方案，身先士卒，挂
图作战，带领核算中心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工
作，已连续3个月没有好好休息。

三十九载风和雨，一辈子的会计人。司
马小文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基层财务
人员对事业无悔的追求，看到了石门教育人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更看到了一名老党员
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三十九载的坚守
——记石门县教育局核算中心主任司马小文

□本报通讯员 孟中文 张先鹏

日前，市二中、崇德中学、石门桥中学组成了常德
经开区区域教育共同体，并遵照“合作、互助、共赢”的
基本理念，秉持“真实、扎实、充实”的工作原则，开展
一系列学习、交流、研讨活动。图为市二中老师正在
讲课。 本报通讯员 项婷婷 摄

4 月 19 日，2017
年常德市青少年阳光
体育运动联赛中小学
生乒乓球、羽毛球赛
在市一中柳叶湖学校
举行。此次比赛由市
教育局主办，市一中
柳叶湖学校承办，历
时3天，近400名运动
员参赛，是参赛人数
最多、比赛项目最多
的一次。
本报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唐 义
孙红艺 摄

编后：该活动开展一个多月来，全
市行政企事业单位踊跃参与，活动组织
方收到稿件近 200 篇（幅），这些优秀作
品将集结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本报从
4 月 20 日起将陆续选登 10 篇优秀人物
通 讯 。 单 位 稿 件 请 发 至 QQ 邮 箱 ：
3026454385@qq.com，联系人：李庆军，
联系电话：15873683009。

“广之益”杯“我身边的‘常德工匠’”人物事迹征集活动系列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