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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三中入围
人大校长直通车计划

隆回七江中学抓养成注重细节

本报讯 （记者 满嘉宽 通讯员 张健）
近日， 人民大学招生网公示获 2012 年该校

“校长直通车计划”推荐资格的中学名单及推
荐名额，湖南省共 7 所中学取得该资格，怀化
三中榜上有名。

中国人民大学拟在 2012 年高考自主招
生中推行“校长直通车计划”，考生由中学校
长实名向中国人民大学推荐， 被推荐考生无
需笔试直接进入面试。 具有推荐资格的中学
名单主要根据学校的生源基地情况和各中学

近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质量、 数量及
在校综合表现确定。

我省其它获此资格的学校还有： 师大附
中、石门一中、长沙一中、长沙市明德中学、常
德一中、长郡中学。

本报讯（记者 张纪 通讯员 王红平）
11月 17日，湘乡市长丰中学举行开放日活动。
参观者观摩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全部环节，藏否
课堂，点评管理，奏响一曲社会群策办教育的
华章。

开放日活动由各班的主题班会拉开序幕。
主题班会由学生自发组织，形式多样、气氛热
烈。 大家在感慨校方教育有方的同时，还及时
对班会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

让观摩团驻足最久的是学校的大课间活
动，该校是湘乡市第一所落实“阳光体育活动
一小时”计划的农村中学。 操场上，学生有的打
球、有的拔河、有的跳绳……各自进行着自己
喜爱的体育运动， 学生的快乐传染给了参观
者，不少人加入其中，操场上欢声一片。

近几年，长丰中学“外树形象，内强管理”，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入全市先进行列，社会声
誉不断提高。 此次开放活动既展示了长丰中学
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也展示了该校科学治
校、推行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

长丰中学
开放日不留暗角

本报讯（通讯员 钟敏 记者 刘伟丹）11
月 23 日—24 日，桃源县漆河镇中心小学举行
了第二届“星光杯”教师风采展示活动，县教研
室教研员、县实验小学等多所小学的老师和该
校教师齐聚一堂，跨校联研，共话新一轮的课
程改革。

该校先后推出 4 堂“幸福课堂”课改研讨
课，4 堂常态课， 实现了课改课与常态课的结
合。 每堂课都由同年级组教师说课、教师现场
上课、教师当堂评课三个环节组成。 课堂形式
设计新，研讨内容深，活动效果好。 该校共有
22 位教师参与此次活动， 听课教师多达 150
名。

桃源漆河镇小学
跨校联研课改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安甲 王友光） 洞口
石江中学教师利用周末和休假时间，主动当小
工配合建筑师傅修葺校舍， 节省大量资金，原
预计 60 余万元的改造工程， 只花了 49 万余
元。

前不久，县教育局局长曾广增在农村学校
检查安全工作时，石江镇中学校长请求改修教
学楼，曾广增检查发现，该校的教学楼确实存
在失修过久问题，老化的电线线路，1.2 米宽的
走廊，80厘米高的护栏等， 都令曾局长揪心不
已。他立即召集该镇中心学校负责人和该镇中
学校领导班子一起研究改修方案，成立改建小
组，并承诺解决改造资金。

该校教师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校舍的维修
改建工程中，利用周末和休假时间，主动到工
地当小工，不仅节省了工钱，还将工期提前了
一个月。

洞口石江中学
教师自当小工修校舍

本报讯（通讯员 丁开华 王艳平） 11
月 18 日，溆浦县副县长陈正平专程来到该
县北斗溪乡学校，看望寄宿的留守儿童。

北斗溪乡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建
在距离县城 60 公里的边远山区，现有留守
儿童 448 名。“小朋友们吃得好不好？ 居住
和学习条件怎样？”这些细节都牵动着陈正
平的心。 一到学校，他就来到食堂、宿舍和
教室等处实地察看， 当看到这些地方整洁
有序，孩子们愉快地生活时，他对学校严谨
细致的规范管理给予充分肯定。

该校教师编制紧， 没有专门的生活服

务老师， 每位老师既要教学还要管理学生
生活，晚上对低年级的学生实施陪睡制，给
学生盖被子，领学生上卫生间，及时将生病
的学生送医院……教会学生独立生活。 学
校小学毕业会考成绩连续 20 年居全县前
茅，初中毕业会考连续 4 年居全县前茅。

陈正平听完学校领导的介绍， 心中无
比欣慰， 语重深长地说：“你们为山区教育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希望你们继续抓好留守儿童的管理， 再多
给他们一点关爱， 让他们生活、 学习得更
好。 ”

溆浦副县长看望留守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 宾湘鹊） 11 月 24 日，衡
东县吴集镇吴集完小 64 名留守学生聚集在学
校“亲情视频室”，分别与远在外地经商或务工
的父母视频相见，向父母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
活。

为加强留守儿童的亲情联系， 该校采取
“办好寄宿制学校、 代理家长制、 建设倾情平
台、加强心理疏导工作”四大举措，并开办“家
长学校”， 定期邀请留守孩子的监护人到多媒
体教室听讲座，提高监护人的教育能力。

衡东吴集完小
巧设亲情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唐德良） 每天第一节
课前 10分钟是宁乡县横市中学“经典诵读”时
间，学生吟咏古诗词、诵读名人名言、欣赏中外
名著成为晨间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水平，
2006年开始，横市中学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将活动纳入教学时间表， 规定每天第一节课
前 10 分钟为“诵读经典”时段。 共青团、学生
会根据学生年龄特征， 对活动进行相应的内
容和形式安排。 学校还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
提供文本或书刊，要求学生人人参与。

为了把活动引向深入，学校定期举行“诵
读优秀班级”、“读书征文”等评比活动，激发
学生的阅读热情，分享读书快乐。

横市中学
经典诵读成风尚

本报讯 （通讯员 田红梅） 11 月 22 日，
保靖县大妥学区盐井小学 200 师生喜笑颜开
地迁入了新教学楼。 历时近半年、投资 45 万
元的新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

这栋教学楼是该县的校安工程之一。 搬
迁会上， 该校校长候昌丰动情地说：“我们这
栋教学楼来之不易， 我们从此摆脱了破玻璃
烂门窗的艰苦教学环境，我们一定好好珍惜，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踏踏实实地搞好教学工
作，回报上级的关爱。 ”

保靖盐井小学
喜迁新教学楼

本报讯（通讯员 阳凤舞） 一个个大包
小包，倒出来的全是可乐瓶、牛奶瓶、废纸等
物品。 11 月 25 日，隆回县七江中学各班同
学纷纷将平时收集的废品，售到不远处学校
的“废品收购店”。

据学校的李老师介绍，这个废品回收及
每周五的售卖活动，不仅使学生们感受到了
劳动的喜悦，更使他们体会到人人讲环保的
重要意义。

今年新学期开学后，隆回县七江中学就
以实施“废品回收”为载体，对学生进行节能
教育，并倡议每个班级在教室后面设置一只
废品回收箱，把平时废弃的饮料瓶、废纸等

放入箱内，每周五下午分班统一卖给废品收
购店。

这项活动的直接效果是，校园的卫生状
况明显好转，校园内乱扔纸屑、饮料瓶、瓜皮
果壳的现象明显减少。售卖废品活动每个月
可给每个班级带来数十元的收入，使得班级
的活动经费也有了着落。

“废品回收”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师生节
能环保意识的形成。 自从活动开展后，教室
里晴天开电灯的情况没有了，食堂洗手池的
长流水消失了，学生攀折花木的现象也不见
了……学生家长也纷纷反映， 孩子变懂事
了，平时边吃边扔东西的习惯改掉了。

慈利六中
构筑冬季防火安全墙

本报讯 （通讯员 黎运洪） 为加强学校
冬季消防安全教育， 11 月 28 日，慈利六中成
功举行了冬季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在校园筑
起冬季消防安全防火墙。

上午 8 点演练正式开始，该校宿舍区突
然燃起了一团大火，随即一阵阵凄厉的火灾
警报声响起，正在宿舍休息的学生们在老师
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从不同的方向撤离至
操场并清查人数。学校广播站也在不断地提
醒学生不要惊慌， 听从老师的疏散口令，安
全撤离。 整个演练过程真正做到了“快、准、
稳”， 让学生亲身体会火灾现场， 切实提高
了学生的逃生自救能力。

龙山县华塘小学精打细算，勤俭办学，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多的投入到教育教
学中去。学校的改造、维修，尽可能自己做。图为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给双杠涂防锈
漆。 唐恢锦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新瑞） 11 月 24 日，
新田新隆中心校《新星》校刊创刊号带着芳香
的油墨诞生了。 该校师生争相传看， 爱不释
手。《新星》校刊是展现该校教育教学情况的
一个小窗口。

该校何校长说， 新田教育目前正在进行
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试验， 对新教学理念的
把握， 对新课堂的探究都将成为该刊讨论的
热点。 学校创办此刊，是要让思想的火花有个
碰撞的空间。

新田新隆学校
校刊《新星》创刊

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