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杰学校构建“三园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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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唐湘斌）11
月 26 日，记者来到桂阳县士杰学校，校长农
晖向我们说起她的德育观念。“一般而言，学
校德育的传统模式是升国旗、 做报告、 赛演
讲、开班会，而我们却希望将德育教育变得如
‘好雨潜入夜’般无声、自然、温馨。 ”

士杰学校位于桂阳县城乡结合处， 学生
大部分来自农村，素质参差不齐。 摘花、踩草、
乱丢乱扔、四处涂抹的现象严重。 学校采用过
批评教育、严厉处罚的办法，但收效甚微。

几番商议，学校分班级进行了一次“我与
小树交朋友”的比赛活动，将校园里的花草树

木分给各班级进行管理， 各班再把每棵树分
派给学生， 每个月按树木的保护状况评出先
进班级和个人。

认养了“小树朋友”的学生，开始轮流给
小树浇水、松土并值日守候。 有的还给小树挂
上树牌，标明科目和昵称。 有的小树叫“芙蓉
姐姐”，有的叫“莎莎妹妹”……原来那些破坏
行为从此几乎绝迹。

就在此时， 校长农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茂盛、挺拔的小树认领的人多，而那些长得
不太“美观”的树却没有同学要“交朋友”。“又
是一个进行德育的好机会”， 学校召开了一次

班会，讨论“为什么不和长得不好的小树交朋
友”，让学生自己得出“不能以貌取人”的结论。

“和小树交朋友”正是一次“春风化雨”的
德育试验。 近年来，士杰学校构建了“书香校
园、成长家园、生活乐园”的“三园育人”德育
模式。“书香校园”以“勤奋”为特色，鼓励师生
多读书，读好书。“成长家园”以“创新”为灵
魂，用创新的活动来提高育人效益。“活动乐
园”以“感恩”为基点，在学校形成家庭般温馨
的互帮互助氛围。

“我们希望在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各个阶
段对学生进行合适的教育，”农晖告诉记者。

运动会上显风采

近日，龙山县皇仓中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艺体节。运动会上，体育健儿
采用背越式（也称福斯贝里式）轻松越过 1.68米高的横杠，赢得了众人欢呼。

彭吉山 摄影报道

索溪中心学校
实施赏识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姜凤燕）“再试一
次，一定会比刚才更好”，11 月 20 日，张
家界武陵源区索溪中心学校廖秀娟老师
在课堂上， 一次次用鼓励性的语言肯定
学生。

据了解， 索溪中心学校秉承赏识教
育理念， 以赏识激励为孩子树立信心。
当学生取得成绩或受到挫折时，用肯定
性的语言或鼓励性的语言进行赏识 ，
如：“你真棒”、“你太厉害了”、“再试一
次，一定会比刚才更好”，让学生在“我
能行”、“我是好学生” 的感觉中走向成
功。“通过理解学生、尊重学生、赏识学
生，让每一个学生学得快乐，玩得快乐”
该校负责人称。

企业家倾情家乡学子
本报讯（通讯员 彭安平）11 月 19 日，

澧县道河乡中学举行了“汇湘轩”贫困学子
助学金发放仪式。此次共有 22名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生获得了捐助，每人 1500元。

此次助学金是由湖南汇湘轩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忠明出资设立的。王忠明曾在
道河乡中学就读，对母校有一颗拳拳赤子
之心。从 2013 年下学期开始，王忠明出资
设立“汇湘轩”助学项目，定期对道河乡中
学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进行捐助，每生每
学期定额 1500 元。

冷水完小
开展女生健康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骆力军 荆秋丽）
为切实加强留守女学生的心理、生理健
康教育，日前，宁远县冷水完小举办了
一场高年级留守女生心理健康教育知
识讲座。

讲座上，老师用精炼的语言和身边的
实例， 结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为
同学们讲述了青春期生理、 心理发育特
点，男女生日常交往注意事项和部分心理
问题的分析等，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身
体上、心理上的变化，从而有效地避免青
春期所引起的种种困惑。

石浆中学
校长与学生同桌就餐

本报讯（通讯员 何依）“多吃点青菜，
补充维生素。 ”11 月 21 日中午，平江县石
浆中学校长杨岳山准时来到学校食堂，与
学生们一起同桌就餐。

本学期以来，为了进一步提升食堂
服务水平，学校加强采购管理，规范日
常操作流程，严格实行餐具消毒、食品
留样等制度，校长、班主任与学生同桌
就餐，并不定期征求学生对菜品、数量
的意见。

山下完小
实行无人监考

本报讯（通讯员 肖将）“我志愿加入
诚信考试的行列，我会遵守考试制度，杜
绝舞弊行为， 交上一份诚实满意的答
卷。 ”日前，洞口县杨林乡山下完小六年
级学生在考前庄严宣誓。

据了解， 诚信考试是该校在六年级
的首次尝试，旨在考验学生的诚信度。考
试结束后， 有学生说：“无人监考的考场
很轻松，被老师信任的感觉真好。 ”还有
学生说：“无人监考是学校对我们整个班
级和同学的信任， 我们不会给自己和班
集体抹黑。 ”

召市初中
故事墙助学生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世双 张玉香）11 月 21 日
第一节课下课铃刚响， 龙山县召市初中的同学们
跑出教室，围在校园德育故事墙前阅读观赏。

据了解， 这块德育故事墙是学校投入近 3 万
元修建的，故事墙均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主题，
图文并茂，“曾参杀猪”、“负荆请罪”、“孔融让梨”
等故事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 宽容待人；“七岁之
师”、“哭竹生笋”、“子路借米” 等故事教导学生要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还有勉励学生刻苦学习的故
事等。 此举营造出了“一墙一柱皆育人”的良好育
人环境，有助学生健康成长。

爱心人士情暖特教孩子
本报讯（通讯员 莫晓晖）日前，桃源县特教学

校的孩子们收到了来自桃源 e 驾驶人车友会志愿
者们的爱心捐助。 他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学习用品、
玩具和 200多件衣物。

活动上，志愿者向孩子们学习手语，和孩子们
进行简单的交流；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为孩子
们拍摄舞蹈视频。 最后，孩子们用手语比划着“谢
谢”、“我爱你”，无声的言语感动了每一个志愿者。

隆回二中教育实践获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剑 肖东光）11 月 19 日，在

隆回二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隆回县第 16 督导组组长曾笃松肯定了学校取
得的成绩。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隆
回二中按照县委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学校实际，精
心组织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认真学习、广开言路、
虚心纳谏、整章建制等一系列措施，完善了相关规
章制度，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得到了党员干部和
群众的普遍好评。

娄底四中
师生参加拓展训练

本报讯（通讯员 胡志英 银向锋）近日，娄底
四中组织 300 余名师生来到解放军驻娄底某部参
加了大规模的野外拓展活动。

活动中， 教练将师生分成 5 个小队向 7 公里
外的目的地行军。 行军途中，教练穿插进行了“履
带战车”、“巧妙取水”、“小橡皮圈接力” 等拓展训
练项目。 训练结束后，部队官兵和学校师生进行了
联欢活动。 通过零距离接触军人， 了解军人的生
活，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安乡五中
举行教赛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友华 陈波）近日，安乡五
中举行校园公开教学大赛活动。 学校 10个教研组
的 40多名教师参与了比赛。

比赛现场， 各参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进行了精彩的公开课展示。 这次赛教活动有利于
促进教师在教学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高
教学业务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金可兴）日前，桃源
县三阳港镇小学联合县交警大队开展了

“警钟每天常敲，安全一生伴行”校园交通
安全大型模拟演练。

为切实增强学生校园交通安全意
识， 更好地普及学生交通安全知识，此
次演练模拟真实交通环境， 共分为四大
部分：模拟安全过马路，模拟安全乘车，

模拟安全骑自行车， 模拟交通事故后应
急防护与逃生。 演练开始，闯红灯、规范
过马路、 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
步行、安全乘坐校车、安全乘坐私家车、
违规骑车、 防护与逃生等环节相继展示
在全体师生面前， 场景中先是对学生演
示不良行为， 然后开展正确规范行为的
引导。

本报讯（通讯员 何祖华 邹炜）近
日， 澧县金罗镇中学举行了校园消防应
急演练。 应急演练前， 学校政教处通过
广播进行了《人人参与消防， 共创平安
校园》的消防知识讲座。 讲座结束后，随

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彻校园上空，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仅 1 分
39 秒，全校近 800 名学生安全撤离到大
操坪。 此次活动增强了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何新瑞）近日，新田
新隆中心小学开展“绿牌伴我行”活动，班
级常规管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绿牌伴我行”活动的开展，让该校 18
个班级的门上多了一个好伙伴———“绿牌
伴我行”的标志牌。 标志牌分为学风、卫生
两栏，红牌卡代表优秀，黄牌卡代表警示。
学校加强了检查制度，由值日教师、“红领
巾”检查小组每天上、下午检查各班课前

准备及班级环境卫生。 检查中，发现问题
及时和班主任反馈。 学校细化考评细则，
一周一次评比，并根据每周检查情况评选
出学风、卫生优秀班级，黄牌警告班级。 在
每周一晨会宣布评比结果，评上优秀班级
的班上台领取红牌卡标，评上黄牌班的班
级也上台领取黄牌卡标，然后贴在班级的
“绿牌伴我行”标志牌上。 这样，每周各个
班级的学风、卫生情况一目了然。

金罗镇中学举行消防演练

新隆中心小学开展“绿牌伴我行”活动

三阳港镇小学加强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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