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洁

10 月 9 日， 记者走进位于
长沙市河西某小区的 76 画室，
创办者李勇正在指导学员绘画。
环视一周，这是一间极其普通的
画室，码放整齐的颜料柜，还有
依次排开的画架，墙上挂满了学
员的绘画作品。

“画画挺有意思的。 ”李勇
告诉记者，常常有人在这里一坐
就是四五个小时，就为了完成一
幅作品。这些人中，有在校学生，
有公司白领，也有退休在家的阿
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喜
欢绘画，却没有绘画基础。

90 后小伙子李勇从小就对
画画很感兴趣，“小时候我每画
完一个卡通人物，妈妈就会奖励
我 5毛钱。 ”家人特殊的支持让李勇在绘画道
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大学时期，李勇跟随中国
油画家毛焰先生学习，学有所成后，他从事美
术培训期间，发现成人更愿意花费额外的时间
去充实自己的生活，陶冶情操，然而艺术培训
机构通常以应试为指向，在成人基础绘画培训
方面有着极大的空缺。

李勇看到了成人绘画学习的市场， 于是
76画室应运而生。 事实证明李勇的判断没错，
到画室咨询的成年人非常多，画室在 1 年之内
经历了调整和搬迁，从 1 间画室增加到了 2 间
画室。画室开张至今，接收的学员多达 400名。

“我们开设了油画、丙烯画、水彩、彩铅、素
描、速写、国画等课程，学员不需带任何绘画用
具，我们为每一位学员量身定制了教学计划，安
排最适合他们的绘画课程。 ”李勇向记者介绍，
许多学员儿时都很喜欢画画，但在大人的眼中，
好好学习才是正事儿，画画被归为“不务正业”。

“我们画室有位 60多岁的阿姨，她腿脚不好，但
是每周都会坚持来上一次课。 许多人在这里实
现了小时候的梦想，我觉得挺自豪的。 ”李勇笑
着说。

除了固定的绘画课程外，李勇还会在周末
组织一些户外沙龙活动，举办木刻、石头画、扇
画等新奇绘画艺术活动。而这些绘画活动在无
形中增加了 76 画室的知名度， 越来越多的人
慕名来学画画。

“创业以来，我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课堂
上我们是师生关系，下课了大家都是朋友。 ”能
够把工作、爱好、事业融合在一起，李勇无疑是
幸运的，“我们年轻，而年轻能让我们创造更多
的与众不同。 ”李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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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教育改革在湖南⑩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李鹏

湖南省已建成 106 个普通话水平测试
站、260 个测试点；全省共有普通话水平测试
员 3014 名，其中国家级测试员 254 名，省级
测试员 2760名，“推普”骨干 5000余名；拥有
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34 所、 省级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151 所、省级经典诵
读特色学校 181 所、省级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特色校 140所……这是记者 10月 10日从湖
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了解到的一组
数据，这组漂亮的数据在展示湖南语言文字
工作成果的同时，也预示着湖南语言文字工
作正驶入“快车道”。

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年湖南省语言文字
管理干部研讨班暨湖南省首届语言文字工作
论坛上，湖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左清表示，语
言文字事业是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前提， 是培养国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
础，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内容，语言文
字工作必须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

“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大力提
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将语言文字工作的
重心向基层、农村和偏远地区下移，并科学
保护地方和少数民族濒危语言。 ”左清指出，
湖南素有“十里不同音”之说，“推普”工作任
务艰巨。 著名主持人、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
者协会名誉会长汪涵在主持时善于运用不
同方言拉近与嘉宾、观众的距离，他认为“推
普”工作与方言保护并不相悖。“普通话可以
让你走得更远，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
是从哪里出发， 这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体
现。 ”他对记者说。

语言文字规范的主阵地在学校，为进一
步探索建立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监测机制，不
断提升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和语言应用能力，
湖南在全国首创了全省中小学教师普通话
水平抽查工作。 自 2015年起，湖南将全省中
小学（含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45 周岁以下在职教师纳入抽查对
象，并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开办“语言文字骨
干教师培训班”“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资格
考核培训班”等培训项目。 特别是自 2014年

起， 连续 4年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开办
普通话研修班，逐步提高基层教师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不断壮
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推普”骨干力量。

2016 年， 湖南省作为全国第 5 个启动
“语言保护”工程的省份，充分发挥省内高校
语言文字科研优势，组建了语言保护核心专
家组，成立了湖南省语言资源保护中心，计划
5 年内完成全省 99 个方言点的调查任务。
2015 年和 2017 年，湖南“语言保护”工程项
目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分别获得国
家立项 21个和 28个， 均位居全国第一，“湖
南经验”在全国推广。

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近年来还
先后组织开展了“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活
动、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书法名家进校园等活
动，并通过微信、微博、手机报等现代网络形
式，真正实现了汉语言文字知识向全社会推
广普及的目标。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晏婷 蒋友清

今年“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天，益阳市赫
山区第二完全小学（简称“赫山二小”）的足球
小将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展拳脚一番。 绿茵
场上，一场常规足球赛上演了。只见足球小子
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前锋带球闪躲
突破，后卫贴身防守，门将奋勇扑球，动作虽
显稚嫩， 却配合默契……而这样的场景已成
为赫山二小足球训练的常态。

“学校面积狭小，只有一个规格不大的足
球场，加上专业教练缺乏，足球运动能开展得
这样有声有色，真是不容易！ ”说起发展校园
足球，赫山二小校长熊正球感慨良多。

自 2012年赫山二小被定为“益阳市青少
年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后，该校把“打好基础，
志存高远”作为足球特色的目标，确立了“快
乐足球”的发展思路，倡导学生“在玩乐中求
知，在活动中健体”，逐渐探索出一条有学校
自身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 2015 年 8 月，赫
山二小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是益阳市首批获此殊荣的学校之一。

校园足球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足球教

练。 赫山二小重视足球教练员和指导员队伍
建设，每年选送足球教练员和指导员到国家、
省、市、区参加培训，有 5 名足球教练取得全
国校园足球初级指导员资格证书。此外，该校
在每年的经费预算中单独列支足球训练、比
赛、奖励等经费。这些都为校园足球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了普及校园足球， 赫山二小所有班级
每周开设一节足球课， 要求任课教师科学制
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为学校足球
队选拔、组队、集训工作把好资格关，让每一
个对足球有兴趣的孩子都能有机会进入学校
球队。 同时，该校以足球兴趣小组为载体，抓
实日常训练， 每天下午放学训练 1 小时，周
六、周日训练 2小时，切实做好学校足球队员
训练工作。

目前，赫山二小按年龄、分男女组建了 5
支校园足球队，并按不同层次开展足球训练：
初级队注重个人能力及基本运动技能的训
练，中级队注重个人技术和身体素质练习，提
高队注重足球技术战术的培养。

“足球教给孩子们的不止是技能，更希望
他们能在踢球中学会担当、学会包容、学会面
对挫折，更像一个男子汉。 ”对于校园足球的

发展，熊正球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有付出就有收获， 赫山二小足球队捷报

频传：2014 年 8 月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夏令营比赛获女子 U-12 组二等奖；2014 年
11 月参加“绿城杯”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总决赛获小学乙组二等奖；2016 年 1 月
参加湖南省“尚书堂杯”祝融小学校园足球邀
请赛获小学组季军。

足球运动给赫山二小带来荣誉的同时，也
给他们带来了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性格。 赵文
轩吃不得苦，意志力不强。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
练，他身上的娇气不见了，内心也变得强大了。
选拔到校队后， 他曾多次代表学校外出参赛，
表现突出。张英九成绩优异，但做事举棋不定。
参加足球训练后，他变得果断了，组织能力也
特别强，因表现出色成为该校足球队队长。

黄昏斜斜的夕阳下， 一群热爱足球的孩
子在足球场不知疲倦地奔跑， 一场足球赛很
快就结束了，虽然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他们
却迟迟不愿离开。

日前， 永顺县德雅第一幼稚园 50 名萌娃来到
永顺县公安局，参加该局组织的“警营开放日”活
动，零距离体验警营生活，学习安全知识。 为了让
萌娃们真实感受到特警队员的风采， 特警大队进
行了队列、擒敌拳等技能展示，队员们高超的武艺
深深地吸引了萌娃的目光。

张亮 郁玲敏 宋田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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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 足球小子
———益阳市赫山区第二完全小学校园足球发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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