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让基础教育均衡之梦更近
本报记者 杨元崇 满嘉宽
通讯员 毛永国 杨长文

4月的怀化草木葱茂，绿水潺潺。 怀化市
旅游学校先后迎来了黔、湘两批特殊客人。

贵州桂三高速公路到该校招揽人才，原
计划招 30人，实地考察后，竟招了 55 人。 问
及原委， 他们说该校培养的学生专业基础知
识扎实，综合素质好。

4 月 13 日，当 150 台价值 8 万多元的学
生实训机平安运抵怀化市旅游学校时， 湖南
省教育厅、 长沙财经学校负责人对怀化的倾
情，也就定格在了鹤城的教育发展史上。

怀化市旅游学校是长沙财经学校的对口
帮扶对象。

校校结对帮扶是湖南省教育厅精准扶贫
试点的内容之一。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把怀
化作为教育精准扶贫试点城市， 由长沙市 47
所优质学校与怀化市 48 所学校开展校校结
对帮扶工作， 充分发挥省会城市优质学校辐
射作用，推动基础教育均衡。 长沙市选取城区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优质学校与怀
化市对应学段学校开展校校结对帮扶工作。

长沙市教育局幼儿园与新晃侗族自治县
波洲镇中心幼儿园结为姊妹关系。 1年来，长
沙市教育局幼儿园骨干教师深入波洲镇，通
过现场示范课、问题探讨、互动点评等方式，
引导、 帮助该镇一线幼师不断提高幼儿的教

学水平，同时传授管理经验，帮助该园更新办
园理念。经过帮扶，该园姚丹等一批青年幼师
业务水平提高了。

“我早就想成为一只鸟儿，借着我的翅膀
飞到周南，在那里留下我的足迹。终于我如愿
以偿地来到了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怀化市
第四中学东校区周南实验班 1607 班学生王
欣怡最近在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进行为期 1
周的交流学习时如是说。

怀化市第四中学东校区与长沙市周南实
验中学结成结对帮扶学校，并开设“周南实验
班”，与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实现管理与教学
资源共享；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派出资深行
管彭仙辉到怀化市第四中学东校区担任分管
教研副校长，全面负责对口帮扶工作。杜毅担
任校长助理，派出李弥、刘福珍、刘奕等骨干
教师担任周南实验班的任课教师； 长沙市周
南实验中学管理与教学团队常驻怀化， 全面
参与怀化市第四中学东校区的管理与教学，
并保持与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教学管理 3 年
一贯制交流， 周南实验班每学期派部分学生
到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学习交流 1 至 2 周。
同时，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温情帮扶，鼓励学
生捐款、捐物、帮学，让对口帮扶学校的特困
学生得到精神、物质和学习上的帮助。

为帮助受援学校尽快强化自身“造血”功
能， 长沙市第一中学每学期安排优秀骨干教
师到怀化市第一中学、 中方县第一中学现场

指导教学， 同时还安排帮扶学校管理人员及
教师跟岗学习， 深入到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学
一线。

长沙市与怀化市在教育对接帮扶过程中
的好经验就像一粒蒲公英种子，飞跃青山，跨
越沅水， 影响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为他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4 月 13 日上午 7 时左右，由泸溪县第一
中学 18 名骨干教师组成的送教队伍走进泸
溪县第五中学开展听课、评课、送课活动，标
志着该县高中学校结对帮扶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送教内容为高三物理、英语、化学、政治、
历史第二轮复习指导课， 这些科目均是泸溪
县第五中学的弱势科目。“我们有责任引领全
县高中阶段学校开展教研活动， 创新教育理
念， 提升教学质量， 为振兴泸溪教育做出贡
献。 ”该校校长杨启军如是表示。

记者了解到， 泸溪县以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为契机，采取“联校帮管、联师帮教”的
方式， 鼓励和组织城镇优质学校与农村薄弱
学校结成对子，实施“一对一”帮扶。

实践证明， 名校对口帮扶薄弱学校是对
后者一种教育精准扶贫， 这种扶贫方式将为
教育薄弱地区、学校注入新鲜的教育血液，使
之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变，从“功
利型”向“功能型”转变，也为湖南实现城乡教
育均衡、 确保 2020 年基本建成教育强省，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注入内生动力。

教育精准扶贫看湖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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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校校结对帮扶的湖南样本

时下正是春耕时节，保靖
县清水坪镇黄连小学组织学
生来到黄连村的田间地头，开
展“学农耕，知感恩”教育活
动。 学生们饶有兴趣地听村民
们讲解农作物种植知识，了解
农耕的过程。 黄连小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举旨在让学生感
受农民劳动的艰辛，从而学会
感恩父母。

陈亚平 俞采华 摄影报道

记者 刘芬
通讯员 谭理 钟武伟

不久前在广西北海落幕的 2017年中国中
学生足球协会杯比赛中， 湖南 5名足球小将从
众多小球员中脱颖而出，被中国中学生联队“相
中”，他们将有机会为国出战，参加 2017年在伊
朗举行的第 45届亚洲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男子足球队的冯
锦豪就是此次 5名入选中国中学生联队的小
球员之一。 聊起在本届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
杯上的表现， 冯锦豪坦言出发前自己的状态
并不好，“去年年底打比赛时， 两只脚都扭伤
了。在之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我的失误明显增
多，越踢越没信心。 ”

到达广西北海后的第一场比赛， 长沙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对阵深圳翠园中学以 0∶2 告
负，首战失败让冯锦豪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
场对阵杭州绿城桃花源学校， 冯锦豪不顾脚
伤在足球场上顽强拼搏， 他出色的表现帮助
球队以 4∶1 力克强敌， 这也为他赢得了中国
中学生联队的“门票”。

冯锦豪出生在一个运动员家庭， 父亲是一
名摔跤运动员，母亲是短跑运动员，大姨是射击
世界冠军刘英姿。 继承了父母的运动基因，冯锦
豪从小就喜欢运动，刚进小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学
校篮球队，一个学期后，他发现自己更喜欢足球。

一年级下学期， 冯锦豪转学到了长沙市
足球名校———雨花区德馨园小学。“刚刚进入
球队的时候， 教练看我个子高， 让我当守门
员，幸好后来进了新队员才把我替下来。 ”从

守门员转型为球队主力，再到球
队队长， 冯锦豪凭着能吃苦、肯
拼的劲儿成长为球队主心骨。他

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教
练组的肯定， 小学毕业后他顺利进入该校初
中部就读，继续延续自己的绿茵梦想。

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就读的 4年间，
冯锦豪与队友们一道在球场上奋力拼搏，斩获
多座省、市级足球赛冠军奖杯。2016年，在合肥
市举行的 2016年全国初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
总决赛中，冯锦豪获得“最佳射手”称号。

“身体条件出众，训练能吃苦，在省内高
中校园足球圈中属于顶尖的苗子之一。”谈及
自己的得意门生， 湖南校园足球知名教练易
安奇对冯锦豪赞誉有加。

目前， 冯锦豪正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
校进行紧张的训练，不久，他将进入中国中学
生联队进行集训，备战第 45 届亚洲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实现为国出征的梦想。

“最佳射手”冯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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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0
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重点高

校今年继续增加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
招生人数。据此，2017年“国家专项计划”
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 63000 名 ，较
2016 年增加 3000 个名额。 从 2013 年到
今年招生季结束后，这一面向贫困地区的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已经 4次“扩招”，将有
累计超过 25万名贫困学子通过这一专项
计划圆梦重点高校。

付康松/整理

数 读

足球梦托起新希望 13

责编：郭映红 胡荧 版式：谭笔耕 责校：钟智勇

学农耕 知感恩

本报记者 王德和
通讯员 王洛卿 李玉琪

长沙市实验中学化学教研
组组长、 湖南省特级教师谢应
龙从教 31 年，一直活跃在教学
一线， 深受学生爱戴、 家长信
任、同事称赞。在谢应龙看来，爱
是最好的教育。

谢应龙是一位老师， 但他更
像是一位贴心的大家长。 农家孩
子李海燕学习压力大， 在谢应龙
的关心和开导下， 她顺利考入大
连理工大学， 毕业后进入了广东
海事局。学校流感期间，一些同学
被感染， 谢应龙每天为他们送饭
送药， 他说“学生的父母不在身
边，这份责任是我应该承担的。 ”

谢应龙的教育理念是“信任、
放手、引导”，他会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让学生
在活动中成长。每接手一个新的班级，谢应龙为
学生积极搭建展示平台： 开展班团干部竞选活
动，让学生轮流主持班会，班级工作放手让班团
干部决策、执行、总结。

在学生的成长路上，谢应龙通过组织开展
各种活动，让学生学会爱、学会担当、学会合
作，组织学生打扫街道卫生、去福利院服务孤
寡老人、争当学校各类活动的志愿者……不少
家长给谢应龙打来电话， 言语中尽是感激之
情，说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谢应龙业务精湛，但他仍
然坚持钻研学习，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 他多
次承担教育教学、 高考和学考等专题讲座；2015
年 10月，他受聘为《“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
仿名校项目培训》讲座专家；2016年，他被长沙
市教育局、长沙市教科院聘为兼职教研员。

谢应龙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他所教学生在
历次化学竞赛中表现不俗：陈栋鼎、袁伟获全国
高中生化学竞赛湖南赛区一等奖； 在全国数理
化学科能力总决赛中，张思文获全国银奖，朱国
胜分获两个单项的一等奖和二等奖；2016 年 1
月， 他指导顾睿成获第八届全国中学生数理化
学科能力·解题技能展示活动湖南省高一年级
化学学科二等奖。

谢应龙积极参与教改教研，参与多种课题
研究和编写教学教辅。作为长沙市实验中学化
学教研组组长，他十分关注年轻教师的专业成
长。 谢应龙作为刘明锋老师的业务指导老师，
师徒二人教学相长， 刘明锋在业务上快速成
长，2016 年获长沙市教师实验技能大赛一等
奖。他们一起建立的湖南省基础教育网络名师
工作室也做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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