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5 日下午两点，
湘西州边城高级中学高三
毕业生向秋菊与其他学生
一样， 在电脑旁等待高考
成绩， 与其他同学不同之
处， 她的表情格外恬静淡
然。

“684 分， 湖南省文科
档案分第二名！ ”她并没有
因这个成绩显得兴奋，而
是表现得甚是沉稳。 班主
任向云说：“这是她成功的
法宝———冷静沉着。 ”

这个小姑娘给我的印
象———文静中不失活泼，
沉稳中不失可爱， 腼腆中
不失睿智。 对待学习，她的
方法是：“在学习中要目标
明确、学会迁移、变通和创

新。 ”高中以来，每学期考
试都名列前茅， 各个学科
都能均衡发展，全校 600 分
以上总共 20人， 她所在的
班就占去了“半壁江山”。

向秋菊形容自己是一
个“很土”的女孩子，不懂
得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
不懂什么是来自星星的
你，感觉很落伍。 但是作为
班上的一把手———班长，
她把班级管理的井井有
条，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经
常帮助同学解答疑难，协
助老师搞好班级管理工
作，在父母和老师的眼里，
向秋菊一直是个“懂事、勤
奋、踏实、文静、独立”的女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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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6 月 27 日清晨，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微风掠过
湖面，泛起丝丝波纹。校长孙培文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行
政办公楼，两个身高约莫 1 米 8 的小伙子已站在那等他了。
他们正是学校双胞胎兄弟黄警、杨景，今年高考，哥哥黄警
695分、弟弟杨景 680分，均达到清华北大在湖南的录取线。
经历了这场富有特殊意义高考后的兄弟俩， 脸上洋溢着青
春向上的气息。

一张特殊字条，见证双胞胎兄弟感恩养母
见校长来了，兄弟俩齐声问候：“孙校长早上好！ ”
孙培文微笑问：“找我有事么？ ”
兄弟俩不紧不慢地对孙培文说，“校长，我们感谢学校，

更想通过校方特别感谢一个人。 ”
“感谢谁？ ”孙校长问。
杨景身子稍微向孙校长倾斜，双手递上一张字条。
我们现在实现了初级愿望，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

是我们现在的妈妈———陈安竹。 妈妈，我们爱您。
黄警 杨景两兄弟敬上！

1995 年 4 月 20 日，兄弟俩刚出生不久，他们的妈妈就
不幸去世。 亲友商议，为了孩子不忘却母亲，哥哥随妈妈姓
黄，弟弟则随爸爸姓杨。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及爸爸杨秀党把
兄弟俩带到两岁，这个时候，杨秀党认识了陈安竹，两人情
投意合，于是组成一个家庭。

陈安竹视黄警和杨景如亲生儿子，对兄弟俩细心呵护，
一家人 17年来和和睦睦。 今年高考前夕，6月 5日凌晨，黄
警肚子疼得厉害，于是给妈妈陈安竹打电话，远在湘西州泸
溪县的陈安竹放下电话，立即起身赴汽车站坐最早一班车。
学校和陈妈妈将黄警送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没有问题。陈
安竹决定向单位请假，留在学校陪孩子度过高考。

兄弟俩说，25 日上午 12 点，知道分数后，他们将第一
个电话打给了妈妈。 兄弟俩之所以还要向学校写一张特殊
字条，是因为看到 26 日有媒体报道他们兄弟俩时，有一个
很大的遗憾，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现在的妈妈。

孙培文校长听了他们叙述字条的原委，伸出大拇指夸
奖兄弟俩：“好孩子，有孝心，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 ”

一个温馨家庭，造就兄弟俩身体好习惯好
他们的父亲杨秀党是泸溪县一中物理老师，母亲陈安

竹是医生。 兄弟俩目前取得的成绩及良好心态的养成，跟
温馨的家庭氛围和学校的教育环境有很大关系。

接受记者采访时，杨秀党一边看着儿子，一边娓娓道
来：“我和爱人主张孩子有个好身体， 兄弟俩读小学时，我
就陪着他们打篮球。 ”课余时间，泸溪县望江小学的篮球场
上常有兄弟俩的身影。 他们上初中、高中后坚持跑步和做
俯卧撑，每天起码要做 100个。

谈及自己的学习方法， 兄弟俩说：“课堂上的 45 分钟
就像黄金一样珍贵，一定要好好听讲，课后要及时消化。 中
午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会儿，下午上课才能更集中注意力。 ”
杨景告诉记者，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预习新课程。 他们从小
学一直坚持到现在。 兄弟俩是理科男，但他们不缺乏文艺细
胞，班里排练节目少不了他俩，他们还看玄幻小说和福尔摩
斯侦探小说。 也许是爱看小说的缘故，兄弟俩的逻辑推理能
力都较强。

一个办学理念，托起梦想辉映同升湖
这里穿插一个故事。
2013 年 6 月， 兄弟俩在泸溪一中参加应届高考，25 日

获悉高考成绩后，很不甘心，因为他们与梦想———未名湖、
清华园还有一点点距离，老师和同学甚感惋惜。

他们顶住各种压力，远离家乡，来到同升湖实验学校背
水再战。“青春应该有梦想，为梦想就应该破釜沉舟。 ”兄弟
俩如是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来到学校，一进校门，他们欣喜地发现 9 个蓝色字———
“好身体 好习惯 好心态”镶嵌在教学楼上。 兄弟俩相视一
笑，异口同声地说：“爸爸妈妈对咱们从小要求的两项‘好身
体，好习惯’也在这里。 ”兄弟俩还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因为
哥哥黄警扔掉一个馒头后，回到家被责罚面壁思过的情形。
从那以后，兄弟俩不挑食，不争食。

在很多人眼里，“高四” 学生或许心态上要比其他人承
受更重的压力。 但在同升湖实验学校，老师们不光传授学生
复习方法，还特别注意学生的情绪。 黄警说，有两次月考，他
的成绩不是蛮理想。 班主任杨秀兰及时找到他聊天，和他讲
故事，心里的郁结一下子就打开了。“在这里，老师们对学生
很亲切，见到你或轻轻拍拍肩膀，或微笑点头，或问候一声，
整个有亲和力。 ”

6月 6日下午看考场，黄警俩兄弟从理科楼走出来的时
候，发现花坛边的那颗铁树开了双胞胎花蕾，依次排开的另
外五颗铁树也各开了一株花。 兄弟俩相视一笑，杨景抢先开
口：“哥哥，你看铁树都开花了，我们今年有戏！ ”

高考成绩揭晓后，兄弟俩都选择了清华大学，其中黄警
填报了临床医学本硕博连读。 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技术精湛，
且有良知的医生。

带着梦想致青春
———“同升湖”双胞胎兄弟齐上清华线

本报记者 杨元崇 杨晓丽

株洲“建宁书院”揭牌
本报迅（记者 刘选 通讯员 王亚 吴海雄）6 月 25 日，株

洲市中小学校园文学联盟暨“建宁书院”揭牌仪式在株洲市十
三中举行。 该书院是中小学文学创作与交流、文化研讨与传播
的最佳场所。 将以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促进中小学师生
共同根植国学、传播文化。

深圳爱心团队资助七里小学
本报讯（通讯员 刘志凌）6 月下旬，共青团衡阳市委携手

深圳“REN2”爱心团队走进衡阳县樟木乡七里小学，为该校 46
名贫困学子送去了书包、校服、课桌等价值 4.5 万元的爱心物
资。

东莞展能捐 300万建祁阳村小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李新春）6 月 27 日，东莞展能

LP39 团队筹资 300 余万元援建的祁阳县黄泥塘镇三联小学奠
基。 3 个月后，这里将有一栋 1500 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1200
平方米的综合用房，200米的运动场。 300余名师生方可告别陈
旧简陋的校舍。该团队为共青团东莞市委备案认可的非营利性
培训机构， 经常在贫困山区小学举行大型义捐及社会公益活
动，12年来已援建希望学校 30多所。

安定中学设有“好班长”奖
本报讯（记者 余娅 通讯员 李荣升）多数学校仅为部分学

生设立一个“品学兼优”奖项，但记者 6 月 30 日在平江县安定
中学采访时了解到，曾在该校任教的教师邱上游为学校设立了
“好班长” 奖学金， 每学期有 20 多个班长可获奖金 50 元及证
书。 2010 年，邱老师调任其他学校，但每学期的“好班长奖”没
有中断。如今，每个班长觉得“为同学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周旺中学劳技课搬进劳动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孙孝智 马美）6 月中旬，隆回县周旺中学

七年级学生在劳动基地采摘金银花，个个兴奋不已。 该校于五
年前，筹资 10 万元，租用荒山 86 亩，配备劳动科技专业教师，
率先在该县开辟了第一个学生劳动实践基地。 成功实现了育
人、创收、助学的“三赢”目标。 已帮助 42 名贫困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累计捐助资金 6万余元。

澧县城关中学摘中考前三金
本报讯(通讯员 戴作林)2014 年中考成绩揭晓，城关中学

再传捷报：356人被县一中录取。 考生郑元钧总分 832.5 分，成
为澧县 2014 年中考状元。 校友郑馨宇和曾秋分别以总分 819
分、810.5分的优异成绩紧追其后勇摘澧县 2014 年中考榜眼和
探花桂冠。

本报讯（通讯员 谭必武 龙家治）吉首市民族中学是葛建中
副厅长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6月 26日， 他亲临吉首市民族中
学，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吉首市民族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开旺代表班子作
了对照检查。班子成员聚焦“四风”，分别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
家开诚布公，批评态度诚恳，到达了“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
治病”的预期效果。

葛建中对本次民主生活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学校如何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创建特色学校，加强队伍
建设提出了五点要求。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周平尚）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6 月 27 日，
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
学专业的一堂《医学素养语文》课上，该院熊金星
老师在给护理系妇产专业的同学讲解医护人员必
须善于运用语言艺术，努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达
到有效沟通，使病人能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公共课程，高职院校学
生中存在着“重技能、轻人文，重专业素质、轻综合
职业素质”的认识偏颇。 在这种情况下，熊金星老
师根据语文“工具性”来选择提高语文运用能力的
内容，遵循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市
场需求”原则,以针对性、适应性、订单性相结合的
特点实施教学，重点加强学生的说、写的职业能力
训练。 重点突出口语训练，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 根据学生未来妇产工作岗位需要， 提高学生
“说”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水平；重点突出应用写
作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选择学生在未来的
职业生涯中经常用的、 必须会的文种如临床医学
应用文书作为教学内容。

每学期课程结束后， 绝大部分同学反映这门
课程收获大， 口语交际能力和应用文写作水平都

有长足的进步。根据学生网上评教、同行和教学督导评价的
综合分析，熊老师每年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均为优秀，教学
业绩考核评价为优秀。

“让学生学有所获就是我努力的动力，今后我还会继续
着力推进教学创新与教学改革， 确保高职语文课程的教学
质量。 ”熊金星老师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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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建中副厅长指导
基层中学民主生活会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湖南高考文科第二名向秋菊素描

通讯员 罗燕

本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子懿）7月 1日，湖南有色金属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何子明向记者介绍，学院在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青”“蓝”结对活动，此举实现了老
带新，师徒传帮带。青年教师廖德华在该院谢光彩教授的指导下，
今年接连获得了“内磁处理器”、“钨多金属矿的选矿方法”两项国
家专利。

据介绍， 院长黄竹青教授等一批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共结
成师徒对子 30 余对。“师傅”从思想、技能、学习、作风、教法、技
巧、经验等方面，对青年教师进行具体引导和帮助。“师傅”讲真
话，“徒弟”受益颇多。 活动开展以来，学院青年教师自身的教学效
果、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师傅”讲真话“徒弟”受益多

有色金属职院“青蓝”结对出成效

新闻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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