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明辉） 昨日,望城县的何先生

致电本报,称赞海尔“以旧换新”服务周到、感

人。

何先生告诉记者， 最近他家一台用了 8

年的老式洗衣机出了问题， 总是中途停机，

该换个新的了。

上周末，何先生一家人逛街时，在望城

县海尔专卖店看到店内正在举办“以旧换

新”活动便走过去咨询了一番。 当服务人员

了解到何先生家的情况后，向他推介了一款

手搓式双动力洗衣机， 该洗衣机新机价格

1999 元，旧机还抵 200 元，并承诺何先生现

在购买 30分钟即可送货上门安装。 考虑到

比较划算，何先生便现场订购了一台。 不到

半小时新机果然就送到了家。 负责安装的师

傅跟机上门，服务非常规范：先穿鞋套出示

上岗证才将机器带到房间，师傅先用海尔专

门的仪器测试了一下家里的用电环境，表示

用电环境是安全的， 不到 10分钟便将机器

安装到位了。 他没有急于离开，向何先生一

家详细讲解使用、保养洗衣机等常识。

“海尔不愧是中国家电领域第一品牌，

这样五星级的服务让我感动。 ”周先生说：

“买家电，选海尔，值！ ”

海尔“以旧换新”服务周到

■经济信息

道县四中阳光体育舞动青春

本报讯 （通讯员 谢俊文） 去年 9 月

份以来， 道县第四中学积极开展学生阳光

体育活动工程。 活动以“舞动青春、健康快

乐” 为主题， 要求做到全校学生人人有项

目，班班有活动，学校有评比。

活动主要安排在每天上午课间操后的

半个小时和下午第七节课后的半个小时，

学校成立了舞蹈队，腰鼓队，武术队等活动

团队和口琴、笛子、球类等兴趣小组，各年

级学生根据不同的生理特点和兴趣、爱好选

择自己喜欢的活动项目和兴趣活动小组，这

些活动项目和兴趣小组都安排了老师进行

指导，并由学校领导进行督促检查。

阳光体育活动工程开展以来，在全校掀

起了体育锻炼热潮，这为学生体质的增强和

全面素质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

有力地促进着学校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

召市小学激活存书

本报讯（通讯员 雷燕 方弟虎） 走进龙山县

召市小学， 你会看到这样的新景象： 校园的花台

上、走廊里、梯间边，到处有学生们捧着一本本课

外读物津津有味地阅读；新建的书吧、图书角、新

增的阅览室成了学生们最集中、最向往的地方。该

校校长石绍明介绍， 这一可喜变化得益于学校为

让“沉淀”的图书“流动起来”的五项举措。

以前，该校图书馆里的书基本处于封存状态，

学生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少有课外书籍可读。今

年是该县开展“学习年”活动的关键一年，为响应

县里的号召，该校及时出台了《“营造书香校园”阅

读活动计划》，积极采取五大举措让一度“沉淀”的

图书开始“流动”起来。 一是新增图书室、阅览室，

购置新图书，并完善图书的借阅制度，让广大师生

学有场所、看有书籍；二是改善教室、校园的育人

环境，在校园增挂讲学习、比进步的标语，在宣传

窗、宣传栏和教学楼走廊等新贴名人格言、学术名

人、好书推荐表等，让校园、教室散发出书香气息；

三是新设班级图书角、图书吧，引导学生把一些优

秀读物带到学校来，充实图书的内容；四是每月举

行一次“图书交换”活动，拓展书籍来源，方便学生

有书可读； 五是每半学期定期开展学习心得交流

活动，及时对学生的阅读方法进行指导，帮助学生

对学习的体会进行交流。

女校长倡议

做有魅力的知识女性

本报讯（通讯员 向晓坤） 为了丰富

广大女教师的业余生活，让她们做一个有

魅力的知识女性，近日，溆浦县麻阳水中

心小学女校长宋跃庆带领女教师们进行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读书活动。

活动在《读书的女人最美》的动人

旋律中拉开帷幕。 宋校长作了题为“做

有魅力的知识女性”的主题讲话，与广

大的女教师分享自己的读书体验和幸

福的读书人生！ 随后，向全体女教师发

出倡议———“让读书成为习惯， 生活因

读书而精彩； 让读书成为一种文化，校

园因读书而美丽！ ”根据女教师各自不

同的发展需求，该校还给每一位女教师

赠送了珍贵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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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关学校

组建文明礼仪监察队

本报讯（通讯员 覃波） 近日，石门县新

关镇中心学校文明礼仪教育监察队正式成立，

十多名队员挂着红袖章在校园内开始执勤。

新关镇中心学校团委、政教处为深入开展

文明礼仪教育，收到长期效果，立标杆，选出各

班文明礼仪标兵作为文明礼仪监察员，一方面

给同学当表率，另一方面则是在校园范围内对

文明、卫生、语言、礼仪等不良行为进行监察，

并把违反文明礼仪行为列入个人操行等级和

十项班级百分赛。

向阳花学校

布置绿色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文柳英） 在 3 月 11 日

的周末作业里， 桃江灰山港镇向阳花学校各

个班级的学生除了各不相同的书面作业外，

都有一项特殊的、相同的作业———种一棵树，

为家乡添一分绿色。

灰山港镇属建材重镇，水泥厂、石料厂、

精灰厂一个挨一个。 工厂的不断兴建、发展，

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以实际行动迎接第

33个植树节，为了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

学校领导向学校师生发出了一个倡议， 周末

回家，每人种植一棵树。 中、低年级学生年龄

小，可在家长的帮助下完成这一绿色作业。 届

时， 学校将对各班植树任务完成得好的同学

予以表彰。

长郡双语

小义工小区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李正平） 3 月

11日下午，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50 多名初一

小义工来到岳麓区航天小区为社区居民送温暖。

小义工们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

节目，有独唱，有舞蹈，有相声……令社区爷爷奶

奶们异常开心。 他们还来到服务对象残疾人杨玲

家， 为这个贫困的家庭送来了日常用品。 杨玲 30

岁的年龄却只有两岁的智力水平， 得知杨妈妈悉

心照顾女儿三十年，小义工们备受感动。 杨玲见到

小义工们的到来起先还有些害羞， 但见到小义工

们现场表演起了节目，立刻活跃了起来，一起欢快

地和着节奏打起了节拍，尽管不是很和谐，但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许多。

小义工们很受感染， 表示今后将继续关注杨玲一

家，也会将温暖送到更多的家庭。

小溪市乡中学

还创新办学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 蓝天 刘建文） 3 月 9

日，邵阳县小溪市乡中学的第八节课。 有的学

生在音乐室学唱歌， 有的学生在美术室学作

画，有的在种植园学种花，有的在多媒体教室

学写诗， 有的在多功能报告厅学演讲……17

个课外兴趣小组全面开展活动。

本期以来，该校为了落实县教育局李奇生

局长“开人性化管理之门，迈精细化管理之步，

走科研兴教之路，实现全面发展的目的，致力创

建五个示范学校”的倡议，大胆调整课程结构，

创新办学模式。 学校坚持以活动为载体，促进

学生生动、活泼、自由发展，张扬学生个性，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着力打造三个“园”，

即：学习气氛浓厚的校园，师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乐园，环境绚丽多彩的花园。

怀化四中创新班主任培训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楠良） 为解决班

主任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 全方位加强学

校班主任队伍建设，3 月 11 日下午，怀化四

中召开了班主任、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

实习老师的培训会议。

培训会议分两个阶段，首先学习“主题

班会怎么开”的相关材料，随后进行讨论，

提高对主题班会的认识， 强调从本学期开

始对全体班主任进行量化分层管理， 以期

达到优化班级、优化课堂的高效、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 其次，由初二（236 班）学生自主

上一堂主题班会课。 他们以表演情景剧的

形式，激发了人人参与，充分展示了 90 后

学生的心灵世界。 同学们的自主班会课将

会议推向高潮， 给与会班主任留下很深印

象。

溆浦一中赶造报亭宣传“两会”

本报讯（通讯员 王继云 邓黎明）3 月

11日，溆浦一中校园内，一座崭新的不锈钢

结构阅报亭格外醒目， 许多老师和学生围

拢在阅报亭一起看报纸，了解全国“两会”

内容。 学校负责人说，这座阅报亭是学校为

了宣传“两会”精神建造的。

近年来，溆浦一中积极订阅党报党刊，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前些日子，一些学生想

通过党报党刊了解全国“两会”内容，可是除

了图书馆外，其他地方难以看到党报党刊。2

月底，该校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建

造一座报刊亭。

3 月 2 日， 这座能张贴 18 份报刊杂志

的报刊亭竣工。 报刊亭从选址、选材到动工

建造，仅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按时在“两

会”召开之时交付使用。

石羔中学巧取桑植课改经

本报讯 （通讯员 向清华 李建华） 日前，龙

山县石羔中学一行 29 人来到桑植县第十三中学

进班级观摩“互动启发式”课堂教学，探讨如何设

计“课前预习”，为本学期该校七年级全面推行“三

三五”课堂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为了摸索出一条适合农村学校发展的教学路

子，自去年 6月份开始，石羔中学先后组织教师到

山东省杜郎口中学、江苏省洋司中学、湖北省绿水

中学、岳阳许市中学、永顺麻岔中学等学校进行考

察学习。结合学校实际，石羔中学拟定在本学期在

七年级试行“三三五课堂教学”模式，以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三三五课堂教学”即三个特点：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三个模块：预习、

展示、反馈；五个环节：预习启发、分组探讨、展示

提升、融汇巩固、达标。

雅丽中学月月送教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春芳）“城里老师又给我

们上课来啦！”3月 10日，保靖县雅丽中学两位“下

乡送教”的老师走进校园，毛沟中学八（5）班学生

奔走相告。 这是两位教师第 5次毛沟送教，他们以

新颖的课堂设计、灵活的教学方法，赢得大家的喜

爱。

为了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实现区域教育

资源共享，促进两校教师业务水平提高，雅丽中学

自 2007 年与毛沟中学结成“帮扶联对”，该校经常

把城里先进的管理经验、农村紧缺的教学仪器、最

新的教学理念“送”到毛沟中学，帮助其快速发展。

毛沟中学也经常“进城取经”，共同探讨科学教学

方法，两校在友好交流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向晓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