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0 日下班后，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职工穿上印有“万步
有约”字样的红色队服，开启“健走模式”。 健走前，他们还做起了
热身运动。 据了解，零陵区“万步有约”活动 5 月 11 日启动，零陵
区教育局共有 26 人参加，在队长黄丽红的带领下，积极完成每日
的健走任务，并建立了微信群、QQ 群，交流健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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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翠鸿 陶素）当长沙市
中小学生开启暑假模式之际，忙碌了一个学期
的教师们则积极投入到“充电”学习中。 7 月 4
日至 7 日，长沙市教育局组织了义务教育阶段

“新课标·新课程·新课堂”（简称“三新”）教师
暑期培训。

近年来，教育部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
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部分学科印发了
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等教材予以新编或修订，科学课
程从一年级起增开。 为帮助广大教师掌握义务
教育阶段学科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提高课堂
教学能力，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目标，长沙
市教育局特举行“三新”培训活动。 培训具体由
长沙市教科院、长沙市教育学会组织，参训教
师分学科在北雅中学、长郡梅溪湖中学、师大
附中博才实验中学、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等 27
个培训点参与学习。

本次培训坚持“聚焦课堂，应培尽培，辐射
全员”的原则。 培训形式采取现场培训与拓展
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培训对象覆盖全市 10 个
区 (县市) 及市直中小学的一线教师， 主要是
2017年秋季承担小学、初中起始年级教学任务
的教师，共计 4000 多人；培训学科涉及中小学
共计 27 个学段课程；培训内容有新课标解读、
新旧教材对比研讨、核心素养实施、课堂教学
案例研讨疑难问题解决、 课堂教学方案设计、
仪器设备使用、实验创新、教学资源开发、中考
改革、微课(慕课)的实施和教师发展建议等。

炎炎夏日参与培训， 学员们纷纷感叹：
“‘三新’培训学用结合、研训一体，拨开了新课
程与新教材的迷雾，享受到了一场思想的洗礼
和精神的盛宴。 ”

本报讯（通讯员 卢孟来）洪水无情人
有情，大灾面前有大爱！ 7 月 10 日，宁乡县
教育局举行了抗洪救灾爱心捐款活动，局
机关干部职工和离退休干部纷纷捐款，共
筹得爱心款 9 万余元， 之后宁乡县各学校
也将进行爱心捐款。 从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宁乡连续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全县各
学校多处发生水淹、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 洪灾发生后，宁乡教育人众志成城，奋
战一线，打了一场抗洪战。

每年 6月至 7月，宁乡县进入防汛特护
期，该县教育局按照惯例，制定防汛工作应
急预案，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宁
乡县教育局综治安全科牵头， 机关科室和
学校齐参与的联防联管机制。 灾情就是命
令。 6月 30日下午，宁乡县教育局召开防汛
工作会议，部署汛期安全工作。 7月 1日，宁
乡县教育局全面启动防汛应急程序， 全力
做好抗灾自救工作。 从这天起，宁乡教育系

统干部职工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抗洪抢险一
线。 面对灾情，宁乡县教育局副局长喻汉科
带领部分机关干部职工到受灾严重的回龙
铺镇参与抗洪抢险。 晚上，宁乡县教育局干
部职工深入抗洪一线，严守双江口镇闸坝湖
大堤。

7 月 2 日，宁乡县教育局就灾后自救工
作召开会议，班子成员第一时间到各联点乡
镇和学校按照“三防一保”（防止次生灾害、
防止疾病疫情、防止校舍倒塌，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确保下学期如期开学）要求指导自
救工作。 同时，宁乡县各学校灾后自救工作
也全线拉开，老师们自发前往学校，清扫淤
泥、清点物资、杀菌消毒，对山体滑坡、护坡
崩塌等危险的地方进行警戒隔离， 组织抢
修，尽力挽回损失。

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宁乡县教育局基层
干部挺身而出，老师们守望相助，演绎着许
多感人故事。 胡南，宁乡县教育局办公室干

部，他主动放弃年休假，参与到抗洪抢险的
战斗中来；周树理，老粮仓镇教育党总支书
记，由于交通中断，他不得不骑着摩托车冒
雨前往各个学校察看险情；宁乡城区的滨江
小学、南郊小学、东城小学受灾严重，除了本
校老师参与自救外，很多来自周边学校的老
师也参与到灾后重建支援工作。

7 月 5 日一早，宁乡县教育局机关干部
职工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参与灾后自救和
重建工作。在老粮仓镇中心幼儿园，近 20名
机关干部在宁乡县教育局局长戴晓成的带
领下， 和当地老师一起参与到清淤工作中；
在白马桥街道滨江小学， 近 30 名机关干部
清扫校园、清洗课桌椅；在宁乡县实验中学，
志愿者们一起用双手还原校园的清洁。

如今，洪水虽已退去，但接下来的灾后
重建工作将更加繁重，宁乡教育人将打起精
神，鼓足干劲，把后段自救和重建工作做好，
确保下学期开学工作平安顺利。

宁乡教育人众志成城抗灾自救

本报讯（通讯员 梁辰浩 黄骙）6月 22 日以来， 湖南各地连降暴
雨，导致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为帮助和支持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日前，
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 1513 班团支部发起倡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513班同学们行动起来，为受灾群众奉献爱心。 ”同学们积极响应，纷
纷将自己的零花钱捐赠出来，共筹得爱心款 4000余元。

7月 5日，该校 1513 班 10 多位同学代表，带着购买的 40 箱牛奶、
12 箱矿泉水和 8 箱饼干，来到由共青团长沙市委、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设置的爱心物资捐赠点———长沙市开福区九尾冲浏阳河小学。 该班还
将购置救灾物质后剩下的 1000 多元现金交给了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希望能为受灾的孩子们奉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本报讯（通讯员 喻玲 刘进）抗洪，望城教育人在行动！近段
时间， 长沙市望城区教育局机关及二级机构单位干部取消双休
日休假， 依照望城区教育局制定的汛期值班表 24 小时上堤巡
防，投入抗洪一线。

望城区各学校也纷纷行动起来。 望城区职业中专、 向阳中
学、东城学区校、乌山学区校、乔口学区校、铜官学区校、星城学
区校都设立了救灾安置点，已安排受灾群众 1000 余人。 望城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李树先要求各安置学校保障每一位受灾
群众有热饭吃、有热水喝。

望城教育系统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雅礼实验中学师生献爱心

长沙 4000教师
乐享“三新”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周俊 刘芾 黄朝晖 刘达文）虽已到暑
假，但在娄底市娄星区石井中学，依然有不少学生来到娄星
区少年宫，或练习书法，或诵读古文，或弹奏传统乐器，陶醉
在研习国学的氛围之中。

近年来，娄星区把国学教育搬上课堂，列入教学课表，打造
常态化教育模式。 根据各学校办学实际，开展“一校一品”创建
活动，围绕国学主题，创立特色教育品牌，开设国学课程，建立
国学社团，打造国学教育基地；开展诵读、演讲、品书、抢答赛、
夏令营等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全省、全国相关大赛，形成浓郁的
国学学习氛围；定期组织教师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开展国学知
识大比拼、教学技能比武等活动，培养优秀国学教育人才。

通过对国学教育的倡导和扶持，娄星区涌现出一大批特
色教育品牌。 华达学校编排了“弟子规国学韵律操”，将其作
为课间操，实现了国学与体育的结合；娄底三中成立“五之国
学社”，组成国学专业班级，每周开展兴趣化教学；石井中学
提倡“端正写字，方正做人”，将书法融入每个班级的常规教
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配套齐全、开放式的书法、乐器、文学
专业活动室，安排国学教师跟踪辅导，培养出一大批“小小书
法家”。

本报讯（通讯员 舒象彬 杨慧玲）近日，新
晃侗族自治县给该县中小学生免费发放了一份
暑期礼物———《珍爱生命 健康成长》 安全教育
读本，旨在让学生安全过暑假。

2017 年上半年，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组
织人手编写了中小学安全教育读本《珍爱生命
健康成长》，并发放到每名中小学生手中，该读
本成为孩子们暑假快乐阅读的“食粮”之一。 另
外，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计划从秋季学期起
开设拓展课程， 定期组织学生集中学习该教育
读本内容。

该读本共有 15 万余字、230 余幅彩图，以
图文并茂、深刻案例分析、无障碍阅读的方式呈
现给中小学生， 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
类事故、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故、预防和
应对意外伤害事故、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伤害、
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预防和
应对网络侵害、预防和应对邪教毒害七大部分。

新晃发放教育读本
让学生安全过暑假娄星区将国学教育搬上课堂 零陵区教育局开启健走模式

2017年高考， 衡阳县第三中学二本上线
1081人，丁清亚尤为激动！ 他所教的 376班本
次高考成绩是该校平行班第一名，这是他送走
的第三届毕业生，也是第 3次获得高考全校第
一。 最让人惊叹的是，他每次演绎的都是一部
由“倒数第一”完美逆袭“顺数第一”的传奇。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没皮没脸的“推销员”
时间回到 2015 年 9 月，新学期伊始，丁

清亚接手 376 班担任班主任，怎知，开学第
一天晚上查寝， 就查到 9 名欲外出上通宵
网的学生，而且在第二天处理时，还有 2 名
学生的家长无法联系， 一个学生家长拒不
配合。

面对这种情况，丁清亚从学生家庭入手，
用 1 周的时间建立家长通讯录， 并创立 QQ
群、微信群进行及时沟通，对班上每个学生作
了细致摸底分析。

班上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留守学生多，
部分父母对小孩夜出上网、白天睡觉等情况，
或纵容或逃避，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孩子在学
校不出意外，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种思想不利于老师和家长、 学生和家
长之间的沟通，对孩子的成长负面影响很大。
丁清亚下定决心， 必须与所有家长保持长久
的联系，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只
要有时间，他总是左手持电话沟通，右手执笔
在本子上记录着。 部分家长有时极不耐烦，丁
清亚多次电话沟通，换来的是通话终止，或者
是指责他多管闲事， 或者是家长对于生活琐
事的一通抱怨……在这个过程中， 丁清亚把
湖南人的那种“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
格发挥到极致， 他选择安静倾听完之后再次
进行沟通。 面对丁清亚问题不解决就不罢休
的“穷追猛打”，部分家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
说：“丁老师，你不应该当老师，你应该去搞销
售， 没见过像你这么‘锲而不舍’ 的‘推销
员’。 ”丁清亚自我解嘲：“只要对学生有利，我
就是‘没脸没皮’的！ ”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家长们逐渐接受
并认可丁清亚，家长微信群里日渐热闹起来，
有些家长很郑重地说：“丁老师， 觉得有时你
比我还要了解我的家庭， 真不好意思把你当
外人。 ”

敬业乐群的“讲解员”
2015年—2017年，对丁清亚来说，是家庭

压力极大的两年。 老父亲刚退休，便查出是患
有肠癌晚期。 从 2015年 10月开始，作为家中
独子的他便一直往返于湖南省肿瘤医院与学
校之间。

但是在学生的眼中， 丁清亚永远是带着
笑容的， 上课总是充满激情的。 只是不到 40
岁的丁清亚，头发在这几年间几乎全白，面容
憔悴，身形日益消瘦。 学生家长对他的身体极
为关心，打听原因，丁清亚从不诉说。 面对校
长及同事的关怀，丁清亚只说“没事”。

优秀的人才一生都在追求卓越的路上，
不管路途有多艰辛。 为了真正地做到“传道解
惑”，丁清亚谨记“教而不研，停滞不前”的警
示。 他尽一切可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让课
堂教学更有吸引力， 从而让学生学习到更多
的知识。

丁清亚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合到语文教学
中，在教学选修教材《儒道互补》时，丁清亚就
地取材，选取南岳寺庙的图片，通过讲述不同
的建筑风格展现佛教、 儒教、 道教之间的异
同，知识点一目了然，学生兴致高昂。

丁清亚的语文课总能玩出新花样，他喜
欢看《美丽中国》《冷暖人生》等纪实片、纪
录片，特别钟爱《大脚走天下》旅游观光片，

“里面把人文、 科学以及历史典故都讲得透
彻易懂。 ”丁清亚表示，将这些内容糅合进
教学设计里，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放眼全世
界的美好。

丁清亚承生命之重， 以教为业， 以教为
乐，追求卓越，虽华发满头，却无时不传送着
满满的正能量，有这样的老师，哪有教不出成
果的呢！

敬业乐群，桃李芬芳
———衡阳县第三中学教师丁清亚素描

通讯员 易志敏 邹贤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