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文飞云 刘柏英）记者从日前结束
的湖南省女足全省公开选拔“好苗子”活动现场获悉，
泸溪县白沙小学六年级学生李嘉璇和唐嘉嘉从参加选
拔的 150 名小足球运动员中脱颖而出， 成功入选省
U14女子足球队。

据了解，白沙小学历来重视学生足球培养，从硬件
设施和创先管理上夯实足球教学，开设专业足球课，形
成了班班有球队，月月有比赛，期期有联赛的浓厚足球
氛围。

泸溪两位小将入选
省足球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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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娅 通讯员 聂志刚）4
月 18日下午， 正值涟源市湄江镇长春联校
乡村少年宫课外活动时间，记者在学校教学
楼后面的菜地里看到一位 50岁左右的老师
正带着学生挖土种菜。 他告诉记者，蔬菜栽
培课很受学生欢迎， 学生们既能锻炼身体，
又收获了农业知识。

据了解，长春联校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资助学校，
2016 年起， 上级有关部门投入 25 万元，先
期投资 8万多元添置各种器械。该校成立了
体育、科普、地方文化、艺术等四大类 19 个

课外活动小组，包含挖掘当地“六子棋”“对
角棋”等地方棋艺，并因地制宜开展蔬菜栽
培、湄江小导游等学习活动。 各组安排了相
应的辅导老师，每周星期二下午举行活动。

长春联校乡村少年宫活动丰富了学生
特别是留守学生的课外生活，为他们带来自
信和快乐。 六（1）班学生罗斌家住偏僻的排
下村，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去年暑假期间，他
去父母工作的江苏玩，父母生活的小区里有
篮球场，不少同龄人在打篮球，站在一旁的
他很羡慕，却不敢上场。回来后，他报名参加
了学校篮球组，在老师、同学的带领下，进步

很快。罗斌告诉记者，寒假期间，他又去了江
苏，“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在球场上
玩耍了。 ”

该校的课外活动实行选课制，全校 500
余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学生在自己
选定的小组学习一个学期后，除个别由辅导
老师同意留住外，下期必须参加到另一个小
组，到毕业时，就参加了 12 个小组的学习。

“这样就能发现每个学生自己的兴趣和强项
所在，明确发展方向。”该校校长刘喜平告诉
记者，“虽然学校教师的工作难度增加了，但
也为教师工作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契机。 ”

长春联校乡村少年宫课外活动别开生面
4类 19种课外活动学生任选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宇）4 月 18 日
中午，记者走进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现场
感受了一把“2元餐”。 来自湖南城步苗族的李俊同
学打了一份 2 元餐：一个红椒炒猪心，一个小白菜，
一个冬瓜肉片汤。“食堂饭菜的味道很好，足够吃。”
李俊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标准在别的窗口吃
一顿至少 6 元钱。 但温暖窗口只要 2 元钱，一天就
能节省 8元，一个月节省 240元。“学校的这个政策
真的很暖心。 ”

该院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校友、工程
师周斌 4 月 10 日回到母校拜访老师时惊讶地发
现，学生食堂的“温暖窗口”2元餐依旧还在。“这里
有我学生时代最温馨的回忆，它帮我度过了人生最
艰难的时光。”周斌说，8年前，出生贫困家庭的他正
是靠“温暖工程”窗口的资助，才得以吃饱吃好并顺
利完成大学学业。

为缓解贫困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湖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从 2010 年开始实施“温暖工程”窗
口。 窗口的饭菜和大众窗口同出一锅，标准为 2 元
一荤一素一汤。 开始试点时，范围涵盖 120 名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生。 经过试行、摸索经验，逐渐扩大

“温暖”面。 如今，已累计超过 1200余名贫困学子受
惠。

“这几年， 物价上涨确实给食堂经营带来了很
大冲击。但这个窗口一直保持为贫困学生提供价廉
质优的饭菜。 它传递的是温暖，也是学校对学子的
一份深切关怀。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邓
建国说。 作为湖南省学生资助研究先进单位，该院
积极创新精准资助方式，形成了国家奖助贷、学院
奖助补免为一体的助学工作体系，坚持帮助、引导
学生健康成长，人人成才。

湖南工业职院食堂
有个“2元温暖餐”
8 年累计 1200 多名贫困学子受惠

本报讯（记者 彭静）“视频里的爸爸这么辛苦
也不愿意让女儿知道， 只为女儿能快乐地成长，这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爸爸。 ”“以后，我要要多多关怀
父母”……4 月 13 日下午，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
多媒体教室，300 多名师生认真聆听“感恩的力量”
主题讲座，感触颇多。

此次主题演讲由长沙用心教育集团创始人、董
事长虞贵明主讲， 他也是不少学生熟知的大愚老
师，被现场的孩子们称为“好有味”老师，90 分钟的
感恩教育内容涉及到父母、老师、同学等多方面。孩
子们喜欢大愚老师讲述的简短故事，并从故事中学
会如何感恩，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如何成就梦想。
其中，有关于父爱和母爱的两个视频，令不少学生
当场潸然泪下。

黎郡小学副校长贾峰介绍，感恩教育是德育教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校会不定期开展类似的主题
演讲活动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切实帮助孩子们成
长。

据了解，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2015 年
下学期以来，黎郡小学确定了“书香 艺香 心香”的
发展理念，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班级读书会、
作家进校园等活动深受师生喜爱。

感恩之花绽放黎郡小学

4月 13 日，岳阳市东方红小学将消防大队请进校园，学生们在消防
员叔叔的指导下，用灭火器消灭了一场隐藏的“火患”。

“亲眼目睹消防叔叔的英勇行为，更加敬佩了。不过，我更想说的是，
大家一定要从点滴做起，做好防火，因为我看到消防叔叔救火的整个过
程处处有危险。 ”一名学生发表感慨。 通讯员 刘颂

消防演练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叶娟）日前，在长沙高
新区教育局和教育学会的统筹部署下， 长沙市首届小
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教书育人风采竞赛高新区选拔
赛于虹桥小学圆满落下帷幕， 为高新区教育的春天增
添了一抹明亮动人的色彩。

长沙高新区学生德育教育越来越被重视， 道德与
法治课程集生活性、情感性、活动性、探究性于一身，是
德育教育的一项新考验。 此次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教
书育人风采竞赛活动由片段教学和微课竞赛两部分组
成，课程贴近学生生活，内容关注时下的热点问题，老
师们在教学中巧妙地渗透了法制教育， 运用鲜活的案
例，把冰冷的法律条例变成鲜活的教学情境。《走进雾
霾》从汽车尾气排放量大调查入手，带领学生一步步走
近雾霾、深入浅出地认识到雾霾的危害，并巧妙地在孩
子们试图解决问题时引出相关法律条文。《大自然中的
朋友》以新颖有趣的教学情境导入，引导学生走近野生
动物，了解《野生动物保护法》，学习怎样利用法律武器
保护身边的野生动物。《对校园欺凌说不》更是有效地
教会孩子们面对校园欺凌事件如何通过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

道德与法治课程真正落实了德育课立德树人的教
学目的，老师们在课堂中运用多元途径，多层次、多角
度、 多方式带动孩子去学习， 突出了品德教学的生活
化、活动化和综合化。

长沙高新区
道德法制课程立德树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杨玉钊）“通过学习委员和老师的
帮助，这个学期我的成绩跟上来了。 ”4 月 17 日，新晃
侗族自治县贡溪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杨韦冬说起自己的
成绩甚是高兴。

本学期，贡溪中学采取“双扶制”“传、帮、带”结对
扶助学困生，即一位教师和一名优秀学生干部结对扶
助一名学困生，力推学困生走出“低谷”，补齐“短板”。

“双扶制”推行后，该校教师和优秀学生干部共 76 人通
过“1+1”形式都找到了结对帮学对象。 他们利用课余
时间从思想、学习、纪律、生活等方面“开小灶”进行精
准扶助，跟踪服务。 目前，该校培优辅差紧密锣鼓有序
进行，帮扶对象体验到学习成就感甜头后，劲头十足，
出现“比、学、赶、超”局面。

贡溪中学“双扶制”
帮扶学困生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 朱娟）
日前，湖南省教育厅督查组到宁远县
印山小学督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对该校“1+1 网络联校”项目给予
了充分肯定，称这是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典型。

“1+1 网络联校” 是印山小学通
过系统联网给本校学生和位于偏远
山区的晓睦塘完小学生同时上课，农
村学校学生能够实时与城区学校老
师、学生积极互动。 督查组现场观摩，

称赞此举让偏远农村孩子享受到了
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学资源，不
仅能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手
段带入农村校，而且还能很好地弥补
农村边远学校薄弱学科师资的不足，
有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发挥了促
进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作
用。

据悉，省教育厅督查组还将在宁
远县 58 所小学、20 所中学开展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督导和评估。

印山小学“1+1网络联校”
获省教育厅督查组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向华 陈萍)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所学校。为了让家长掌握科学和
先进的早教方法，日前，芷江侗族自
治县第二幼儿园在荷花池小学礼堂
分组举行了家长学校授课活动，全园
500余名家长积极参与。

本次授课活动分年级组进行，历
时 3 天，主要围绕各个年龄阶段的孩
子家长比较关心和困惑的问题展开。
讲座中，家长认真记笔记，并积极与
主讲人进行互动， 说出自己的疑惑，
寻求解答。 家长们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学习到了更科学、更先进的家教

方法，对如何教育孩子有了新的认识
与思考，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与幼儿
园密切配合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
样的讲座经常开展，家长也要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一位家长深有感触地
说。

该园负责人表示，教育培养孩子
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根据孩子
的自身条件、爱好选择不同的教育方
式，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二幼儿园将坚
持办好家长学校， 采取夜校集中学
习、QQ 沟通、微信分享等方式，培养
提高家长的育儿能力和水平，共同呵
护幼苗成长。

芷江二幼 500名家长夜校“充电”
本报讯（通讯员 刘遵炳 匡国云）4月 13日，隆

回县羊古坳镇中心学校召开 2017 年教育表彰大
会，表彰了 26 名优秀教师、6 名优秀班主任、2 名优
秀德育工作者和 6名优秀校长， 现场颁发了 9.7 万
元教育教学管理奖，其中获奖最多的中团中学获得
奖励 4万余元。

本报讯（通讯员 杨涛）日前，长沙市雅境中学
全体师生奔赴浏阳大围山，参加主题为“湘东明珠，
围山探寻”的研学旅行活动。

大围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森林小气候、山
体自然垂直带植被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都给学生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长沙市雨花区首个开启研
学旅行的学校，雅境中学开展的此次活动既帮助学
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提高了学生们的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羊古坳中心校重奖功臣

雅境中学师生探寻大围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