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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是第 20 届全国普通话推广周的第一天，第二节课后，
石门县宝峰街道中心学校 900 多名师生举行了“说好普通话，书写规
范字”的主题升旗仪式，该校正式开启“推普周”活动，随后，各班开展
主题班会、诵读比赛、纠错行动、汉字书写比赛、手抄报等活动，以提
高学生规范用语用字的能力。

通讯员 向金文 侯希贤

900余师生“推普周”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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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王振 刘
柱）近日，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以下
简称 “附中高新 ”）的讲台迎来一位网络红
人———哈佛青年学子何江，他以“走出自己
的天空”为主题，和学生分享自己的求学故
事。

一段长达 7 分钟的《何江在哈佛大学
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视频曾在网上引
起不小轰动，附中高新的学生对这位来自宁
乡农村的“哈佛学霸”充满好奇，为此，该校
特意将何江请上“附中高新开讲啦”的舞台
现身说法。“对身边的未知保持好奇，每天进
步一点点，努力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努力
把自己的不足补齐。 ”何江的演讲引发学生
情感共鸣。

据了解，“附中高新开讲啦”是该校德育
工作的一个新举措，下分“名生开讲”“名师

开讲”“专家开讲”等板块，以校园公开课的
形式每期根据主题特邀嘉宾讲述自己的故
事，分享对于各自领域的感悟，给予学生们
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 2016年下半年以
来，相继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湖
南“最美孝心少年”张峰源等一大批名人、名
师、名生，在生涯规划、励志奋进、心理疏导
等成长成才的关键方面，给予了该校学生有
效的指导。 目前，这一德育品牌课程已经成
为该校师生热捧的对象。

开设“附中高新开讲啦”，缘起于该校
校长陈胸怀的德育理念：“德育重在培，贵
在养。 ”附中高新是一所地处城乡结合部
的学校，如何将“立德树人”的任务落到实
处？ 该校立足实际情况，要求老师走进学
生家庭，开展大家访活动，并将之作为该
校湖南省“十三五”重点课题《现代社区学

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走进学生的生
活世界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走
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德育才会有实效性。 ”
陈胸怀说。

与此同时，该校注重继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开设了围棋、武术等特色课程，培养学生
亦文亦武、张弛有度的性格；适时开展研学
旅行活动，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开拓视野；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充分利用长沙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区位优势， 开展企业体验课程，
带领学生真实感受企业文化，帮助他们开拓
眼界，树立人生规划意识。

“附中高新开讲啦”、全员家访、特色课
程、拓展体验……一个个校园德育“品牌”
基本构建全员、全程、全面育人的德育工作
新格局， 对学生的成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附中高新德育工作展特色
名人开讲 全员家访 企业体验

每到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衡阳县檀
山中学副校长汪根新的手机总能收到往届
毕业生的邀请，他们都希望能与汪根新共度
些许时光， 以感谢他当年的激励与资助之
情。

交谈中， 汪根新很欣慰地拿出他珍藏的
一本相册， 在笔者面前如数家珍地讲述着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 这些故事的主人翁都是他
曾经资助或帮助过的学生。

34 年直接资助 20 位寒门学子
汪根新出身寒门， 靠亲戚的接济完成学

业。 从教后，他对寒门学子情有独钟，深知他
们对知识的渴望之情和求学过程中的艰辛之
苦，30多年来， 先后共有 20 位寒门学子得到
他的直接资助完成学业。

1983年，汪根新开始走上三尺讲台，在衡
阳县渣江中学工作了 6 年，任教数学学科，同
时也担任班主任。 当时班上有一名寒门学子
唐灵香，汪根新在了解详细情况之后，从自己
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资助唐灵香完成
初中学业。 现在，唐灵香经过自己的拼搏有了

自己的企业，身价不菲。 2016 年，唐灵香还特
意回老家接汪根新去公司参观体验， 并在广
州邀请了几名同学小聚。

1989年，汪根新选调到衡阳县爱民中学。
当时班上有一名学生陈鹏君引起了汪根新的
注意， 陈鹏君因高考失利， 没考上心仪的学
校，来爱民学校复读。 陈鹏君家庭情况比较特
殊，爸爸下岗，妈妈是一名技术工人，收入有
限。 但是陈鹏君对于学业很用心，很上进，汪
根新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孩子圆梦。 当
时，学校为老师安排了宿舍，汪根新邀请陈鹏
君与他同吃同住， 还时常自己开火为陈鹏君
准备营养丰盛的餐食。 陈鹏君有不懂的数学
问题，汪根新都一一耐心解答、指点。 通过 1
年的努力，陈鹏君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2001 年， 汪根新进入衡阳县檀山中学工

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寒门学子。 2007年入读
初中的刘槐就是被关注对象之一。“我印象最
深的是刘槐的父亲每次赶集都是一双赤脚，
家里的房子也被龙卷风卷走了。 刘槐寄住在
亲戚家里，家里就靠父亲农耕谋生。 ”汪根新
对刘槐的事情很上心， 经多方打听得知长沙
市实验中学要来衡阳招生， 他立即替刘槐报
考，并了解该校对贫困生的优惠政策。 最终，
刘槐顺利入读长沙市实验中学。

给予学生更多精神上的引领
相册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汪根新闲话家

常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34 年累计的故
事一天都说不完。

汪根新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上有老，下有
少，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那每月微薄的工资，但
只要得知有寒门学子需要帮助， 他必定竭尽

所能，对濒临失学的孩子伸出援助之手。 汪
根新的寒门情怀， 不仅是物质上的资助，更
重要的还在于他在教学中对寒门子弟的长
期引领。 在汪根新讲述故事的间隙，笔者随
机拨通了他手机里储存的一位学生的电话，

在提及汪根新时， 这位老总的回答是：“汪老
师他是我的恩师，胜过我的父母，更是我事业
成功的动力源泉。 ”

同样在企业担任要职的陈鹏君每次只要
回老家， 都会与汪根新分享他现阶段的奋斗
经历，甚至还会像学生时期一般，说出自己的
困惑，让汪根新给他出出主意。 而自己掌管一
家公司的唐灵香与汪根新感情一直都很好，
直到现在，她在汪根新面前都是直抒胸臆。

现在，汪根新任檀山中学副校长，日常教
学工作相比之前减少了，但是每年寒暑假，他
都会无偿帮助 3—5名学生补习数学功课。

再次认真打量汪根新， 他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 这位教师普通得像一个历经许多沧桑
的老农。 但这个普通乡村老师的寒门情怀值
得学习和颂扬。

相册背后的寒门情怀
———衡阳县檀山中学副校长汪根新助学事迹一二

□ 子曰

政企合力共建
风车坪建元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周密）9 月 12 日上午，

湘潭市雨湖区风车坪建元学校捐建交付仪
式举行。

据悉，风车坪建元学校建设被列为 2016
年湘潭市重点项目，雨湖区委区政府的连心
惠民工程，雨湖区政府的 6 件大事之一。 兴
建新校占地 50.04 亩，办学规模将达到 48 个
教学班，增加学位 2000 个，建设投入约 1.6
亿元。 其中天元盛世集团公司捐建 8 栋校
舍，总投资 7680万元。 雨湖区政府负责项目
投入资金约 8820 万元， 用于建设附属配套
项目。 建成后的风车坪建元学校成为了湘潭
市规模最大、配套最为齐全的小学。 2017 年
9月 8日，风车坪建元学校开课，除原风车坪
学校寄宿部整体搬过来 11 个班外， 另招收
了 9个一年级班，405名学生。

风车坪建元学校制定了“以善作底色，
以爱润童心，以礼立品格”的行动纲领，做好
了“课程亮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强
校”的发展规划。 风车坪建元学校将以高标
准智能化的设施设备成为湘潭市具有活力
的互联网 + 校园，以全面的关注儿童身心发
展的家校共育课程活动，成为蕴含爱心善意
的和美校园，以先进的“以国家标准课程夯
实基础，以传统文化润泽生命，以国际课程
拓展视野”的三维立体课程体系成为具有思
想内涵的魅力校园。

耀祥中学启动
当代耀祥教育基金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中满）近日，东安县
人民政府与武汉当代集团合作签约仪式暨
当代耀祥教育基金揭牌仪式在东安县耀祥
中学礼堂举行。

该基金首届受奖学生 25 人， 每人奖励
2000元；受奖教师 10人，每人奖励 6000元。

耀祥中学由唐生智将军于 1939 年创
办，原名为“耀祥书院”。 自创办以来，该校为
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如南开大学电子
科学系教授席光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
所教授李石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教授周
进华等。

万源学校
强化文明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曹国军）9 月 11 日周会课上,益阳万源
（双语）学校 2017 年下学期第三周升旗仪式举行,该校 1701
班学生陈倩发出倡议：规范言行,做文明的使者。

万源（双语）学校初中部主任张团芳表示，本学期该校
将从四个方面强化学生文明教育， 促进学生良好习惯养
成：一是利用班会，开展文明习惯教育。 二是利用每周一国
旗下讲话，通报上周文明教育情况，安排本周教育活动。 三
是落实学校文明教育计划，做到处处有监督，时时有检查，
天天有记载，周周有主题、月月有评比。 四是坚持正面宣传
舆论导向，通过广播、校讯通、板报、校刊等多种宣传手段，
大力宣扬好人好事，实施文明学生表彰机制，表彰优秀文
明学生。

雷锋小学教师
从“阅读”到“悦读”

本报讯（通讯员 刘燕华）9 月 8 日上午，长沙高新区雷
锋小学教研中心组织该校熊海燕等骨干教师对 59 位教师
的暑假读书心得进行评比， 熊晓潋等 28 位教师喜获一等
奖，31位教师获二等奖。

据了解，该校每学期都制定读书方案，开展“教师假期
读一本好书”的常态活动。 学校统一推荐阅读书目，教师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选择阅读，人手一本，涵盖教师专业成
长、文学、社会、教育教学等内容。 阅读中要求每位教师结合
个人实际，做好批注，积极撰写 1000字以上的读书心得。

该校通过开展从“阅读”到“悦读”读书的活动，为教师
补充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提供了有效保障。 同
时，该活动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了努力学习的氛围，
提高了教师素质。

本报讯（通讯员 郑会军 胡三妹）9 月 10 日上午，宁远县
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2017年秋季开学典礼暨第 33个教师节庆
祝大会，宁远县县委书记刘卫华，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曹辉
正，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毛永参加典礼，为 4000余名师生
加油鼓劲。

刘卫华为受表彰的 1100余名师生颁奖，他肯定了该校近

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希望全体学生勤奋乐学、学会学习、
学会做人，掌握扎实的文化知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为将来
立足社会、奉献社会打下扎实的基础。

典礼结束后，刘卫华一行参观了该校的校容校貌及校园
文化建设，并鼓励教师不惧困难，创一流业绩，力争在 2018年
的高考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宁远一中 1100余名师生受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