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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
校邛崃产教园区培土动工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日前，邛

崃市2020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邛崃

产教园区开工奠基仪式举行。建设

成都纺专邛崃产教园区是校地双方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地合作，更好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

措。成都市政协、成都纺织高等专

科学校、邛崃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开工奠基仪式，并为成都纺专邛

崃产教园区培土奠基。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

记蔡玉波表示，学校将与邛崃结成

校地命运共同体，合作共建，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学校将紧紧围绕产教

融合，立足邛崃市旅游文创、绿色食

品、功能性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

产业需求，建设和布局专业及专业

群，打造优质师资队伍，提供智力和

人才支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助推邛崃市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邛崃产教园区项目，首

期投资6.6亿元，占地约540亩，建成

后办学规模将达到 6000人，并填补

邛崃市高等教育学校的空白，对邛

崃吸引青年群体聚集、改善人口结

构，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增强

对康藏地区的辐射服务功能，加快

建设成都西部区域中心城市，推进

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古蔺县7000多名教师
同上一堂政治理论课

本报讯（徐显强）“我在这里和

现场的老师们交流学习，能让全县

7000 多名教师同步收看，以前想都

不敢想，如今已变成现实，是现代化

教育信息技术为我们搭起了网络教

学的立交桥，彻底改变了贫困山区

教育现状。”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鑫感慨地说。

日前，古蔺县教体系统 2020 年

暑期政治理论学习开班仪式举行，

此次培训采取线上集中学习方式进

行，主播教室设在古蔺县教体局视

频会议室，全县 7300多名教师通过

58个共享课堂及25个网页直播同步

集中学习。

开班仪式上，王鑫总结了近年

来古蔺县教育工作取得的成效，要

求全体教师要找准发展定位，增强

办好优质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要强

化纪律作风，增强大局、创新和责任

意识，做好工作效能、服务水平和形

象素质的提升，坚持恪守政治纪律、

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努力做一名

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古蔺教育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开班仪式后，泸州市委党校副

校长、市委讲师团副团长、酒城讲坛

优秀讲师廖元刚作了题为《新时代

重要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习近平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讲

座，从习近平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

背景与现实依据、核心要义和丰富

内涵、重大贡献与历史地位等方面

进行系统分析与阐述。

“这次政治理论学习创新培训

模式，线上培训方式更灵活，培训内

容更有深度和广度，更具针对性和

实效性，老师们听得很认真，收获很

大，比以往我们照本宣科的培训效

果好多了，希望来年继续采取这种

方式培训。”椒园镇中心校校长阎朝

杰说。

据悉，古蔺县往年的政治理论

学习，由于没有专业的教师讲课，老

师们学习起来感到比较枯燥，个别

学校还采用“放羊式”学习，达不到

预期效果。为使培训工作更具实效

性，古蔺县今年采取“线上+线下”的

培训方式，上午邀请县内外专家通

过共享课堂或网页直播组织全县教

职工全覆盖集中学习，下午由各法

人学校根据各自方案自行组织学

习，确保学以致用。

古蔺县2020年暑期政治理论学

习时间为期 3 天，线上培训内容丰

富，有新时代重要教育理论和教育

思想、中小学师德师风教育、法纪教

育和警示教育、教师礼仪规范、先进

事迹宣讲等内容；线下培训形式多

样，采取观看视频、专题讲座、专题

讨论等形式进行，旨在引导广大教

职工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素质。

8 月 31 日上午 8 点 30 分，乐山

市犍为县玉津镇明德小学开始新学

期报名。陆续赶来的学生穿过校门

口警戒线，在家长带领下到教学楼

三楼办公室登记报名。

“昨夜降雨，机场村、河口村又

开始转移群众了。”该校校长余华燕

告诉记者，受降雨影响，全校 200名

学生中，有近 45%的学生在报到日

当天无法赶到学校。学校老师通过

打电话的方式，“挨个和学生联系”，

确保全校师生登记报名。

“8月 18日洪水以来，只要下雨

我就提心吊胆。”余华燕亲眼见证了

这场洪水，她告诉记者，昨晚的暴雨

又让她揪起心来。

8 月 18 日，乐山市普降特大暴

雨，导致多处发生洪灾，大部分学校

也因受强降雨影响，出现校园水浸、

财产受损等灾情。

明德小学是一所乡镇村小。洪

灾中，学校近400米的围墙被洪水浸

泡冲毁，水位最高达到两米，学校一

楼教室、储藏室、食堂等区域均被洪

水漫过。洪灾来临时，余华燕带领

学校教职工抢救设施设备；洪水退

去后，学校清污、定损工作一直在继

续。据统计，该校200名学生中有近

80%的学生家庭受灾。

本报讯（记者 倪秀）近日，“四川

云教”二期管理及应用培训会在成都

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四川云教”

二期建设教学联盟 28个，主播学校高

中 2所，初中 10所，小学 11所，幼儿园

5所，接收学校1016所，将惠及20余万

师生。

此次培训采用线上培训与训后

研修结合方式进行，除成都主会场

外，各市州设立分会场，各主播学校

与接收学校参训人员约 4200 人参加

了培训。来自主播学校的校长以及

部分主播学校和接收学校的教师作

了经验分享，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单

位对“四川云教”二期相关工作进行

了布置。

会议强调，建设“四川云教”直播

课堂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解决优质

教师缺乏、教育质量提升缓慢的迫切

需要；是我省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

差异大条件下，快速共享优质资源，实

施精准教育扶贫，促进教育公平与优

质均衡的现实选择；是以强带弱，有效

促进主播与接收学校师生共同成长、

办学水平共同提高，建设基础教育新

生态的生动实践；是在“互联网+教

育”条件下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带动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与创新发

展的新途径。建设好“四川云教”既是

教育发达地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主

播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又是

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和接收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抓

手和渠道。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

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协调推进，讲

政治、强执行，进一步加强领导、指导

和督导，主动担当作为，把相关工作要

求落到实处。

据悉，“四川云教”平台二期已建

设测试完毕，省中小学网络直播教学

常规和录播教室建设指南也已修改出

台，目前大量具体工作集中在学校，包

括网络条件准备、基础环境改造、直播

教学团队组织管理等。

同时，新推出的二期系统主要有

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收看方式更灵

活。每个主播班级在平台上分享的课

程，可以通过直播、录播、回放等多种

形式，共享给接收学校，方便老师们根

据教学安排，灵活使用。二是资源共

享更丰富。主播教师可以在平台上直

接分享课程配套的课件、教案、导学

案、习题等配套资源，方便接收班级师

生下载、学习。三是学校展示更充

分。联盟学校的师生，可以随时查看

其他学校的学校简介、学期校历、教师

简介等信息，还可以随时对课程进行

点评、点赞。四是远程教研更轻松。

二期系统提供了强大的远程教研功

能，联盟学校可以根据需要，直接在平

台上开展在线教研活动，让教师听评

课更便捷。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8 月 30
日下午，大暴雨再次席卷了乐山、雅

安、眉山等地。记者从乐山市教育

局获悉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

金口河区、沙湾区防汛指挥部紧急

通知当地学校推迟开学，具体开学

时间待定。此外，在“8·18”洪灾中

受灾严重的乐山市实验小学也在此

次降雨中受到影响，部分教材被淹、

校园需清淤、消毒，考虑到上次受灾

后，教室设备设施还需安装调试，经

教育局同意，学校决定推迟到 9月 7
日开学。

时间回溯到半个月前，8 月 15
日至18日，乐山市普降特大暴雨，导

致多处发生洪灾，大部分学校也因

受强降雨影响，出现校园水浸、财产

受损等灾情。据当地教育局统计，

全市共有 117所学校在“8·18”洪灾

中受灾，（其中：公办 74 所，民办 43
所），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犍为县孝姑

初级中学，该校全部被冲毁，校园满

目疮痍，变为废墟。

灾情发生后，乐山市教育局立

即对全市教育系统受灾情况进行统

计核实，组织各地各校开展清淤大

会战，抓紧时间抢修被损毁的食堂、

厕所以及饮水、供电等设施，清理、

整修、添置必需的教学设备，对校

舍、围墙、附近山体等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加强跟踪观察，出现险情及时

采取避险措施，避免因次生灾害出

现人员伤亡事故。同时，要求各学

校全面开展学校水源、饮用水的卫

生监测、传染病疫情的防控以及蚊

蝇滋生地的消杀工作，确保校园卫

生清洁。

为确保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工

作在洪涝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

重影响下顺利开展，乐山市教育局

组建了 10个安全督导评估小组，对

市直属（管）学校进行逐一安全督导

评估，对区县学校进行联系指导，督

导评估内容包括，“8·18”特大洪涝

灾害后的地质、建筑、卫生等安全隐

患排查、校园卫生防疫工作、食堂安

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确保各学校

符合安全评估标准后再开学。

目前，乐山市大部分学校已经

通过安全督导评估，少部分学校由

于在“8·18”洪灾中受灾严重，不能

按时开学。其中，包括乐山市实验

小学在内的6所学校需推迟开学，乐

山市一职中等2所学校分时段开学，

犍为县孝姑中学等 7所学校需评估

后再确定开学时间。受灾最为严重

的犍为县孝姑初级中学，全部师生

分流安置到就近的龙孔、新民中学，

如期开学，该校重建被列入灾后重

建重点项目。

“四川云教”平台二期启动
教学联盟28个，惠及我省20余万师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提出的“要提高教育信息化的
管理和使用水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和省委书记彭清华关于

“让更多的人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享受人生出彩的机会”指示精神,
2019年我省按照“构建联盟、多对众多、网络教研、网络授课、资源共
享、共同提升”模式，建设“四川云教”网络教学平台，推动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广泛共享。截至2019年秋季开学，全省15所省一级示范高中与
113所薄弱高中组成15个教学联盟开展课堂直播、录播教学，民族地
区、贫困地区近万名高中学生享受到省内最优质教育资源，近2000名
教师实时跟随省内最优秀教师同步学习，“四川云教”网络教学平台效
果初显。

尤其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四川云教”开设专区，推出学
案，提供在线资源服务，让广大中小学生抗疫期间宅家“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从2月17日到4月10日，四川云教电视课堂播出课程
1368节，通过电视等收看总量达7.8亿人次，电视日均收视人数为1900
余万人次，互联网日均访问量近400万人次。全省21个市（州）900余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线上教育教学。省资源平台作为4省市（北京、上
海、四川、浙江）平台之一，被国家云平台向全国推荐使用。四川在开展
电视课堂教学的7个省市中规模最大、质量比肩一流。

记者直击记者直击：：犍为县师生抗洪保开学犍为县师生抗洪保开学

链链
接接

乐山市三县（区）学校因暴雨推迟开学

铜
高
村
家
长
带
孩
子
完
成
新
学
期
报
名
登
记
后
，正
在
补
填
学

生
健
康
登
记
卡
。
放
假
前
，学
校
要
求
学
生
在
居
家
期
间
做
好
健
康

登
记
，但
是
健
康
卡
在
洪
水
中
被
冲
走
。

明德小学六年级学生在报名后主动留校，和班主任一起打扫教室。

本报记者 陈朝和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