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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梦托起新希望 20

本报记者 陈洁
通讯员 廖仁东

她扎根农村小学 28 载， 将自
己的青春热血奉献给了山里的孩
子们，她就是中国女排万华岩希望
小学（简称“万华岩小学 ”）教师高
湘南。

中国女排万华岩希望小学是中
国女排 2002年在郴州集训时， 通过
举行友谊赛和爱心拍卖会等方式，筹
资 12万多元建设的。 近日，记者走进
郴州万华岩小学，走近高湘南老师，在
这所有爱的学校里， 感受到了她对学
生最深沉的爱。

情定新田岭村小
1990 年， 来自北京的 18 岁姑

娘高湘南从郴州师范毕业后被分
配到郴州市安和街道（原万华岩
镇）新田岭村级小学教书，这是一
所离郴州城区约 20 公里的乡村学
校。 学校条件差，再加上家庭贫困，
一些家长不愿意送小孩来读书， 村里辍学率十分
高。“一定要让孩子返回学校，好好读书！”高湘南暗
下决心。

砥砺奋进的五年
教育改革在湖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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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立下愚公移山志———

不让一个贫困学生辍学掉队
本报记者杨雨晴
通讯员刘春联 邓玉琪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发展乡村教育，让
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事。 ”11月 6 日，记者从邵阳市教育局
获悉，近年来，邵阳市为了落实国家“发展教
育脱贫一批”战略，立下愚公移山志，以“不让
一个贫困学生辍学掉队”为全局目标，多措并
举，创新方式，苦干实干，基本实现了教育扶
贫全覆盖。

扶贫先得识贫。 邵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肖玉叶告诉记者，为了做到针对性扶贫，
邵阳市首先进行了大范围摸底排查。 据统计，
全市现有各类贫困生 29.97 万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生 12.12万人。

记者欣喜地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应助
尽助、应贷尽贷原则，全面落实各项学生资助
政策，2017年上半年邵阳市落实义务教育“两
免一补”经费 58851 万元、农村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资金 36482 万元、幼儿资助金 1269.27 万

元、 中职助学金 3246.4 万元、 普高助学金
2825.32 万元、 建档立卡普高学生免学杂费
946.04 万元、 中职学生免学费 5378.47 万元、
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7543.38万元。

家住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新水冲村的
苏嘉南是教育扶贫的受惠者。前不久，他和其他
63名贫困学子一道接受了“泛海助学行动”捐
助的 5000元资助金，喜圆大学梦。 据悉，近年
来，邵阳市积极发动企业、团体、高校、基金会和
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学生，募集资金逾千万元，帮
助千千万万贫困学子顺利走进大学校门。

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是办好义务教育
的底线。 邵阳市统筹资金，大刀阔斧启动标准
化学校建设、薄弱学校改造等项目。 协鑫阳光
小学 5 年前只有 2 栋濒危教室，不足 80 名学
生，如今成为可以容纳 800 人的现代学校；湘
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秋建成开学，这
所占地 670 亩、 总投资 9 亿元、 招生规模达
10000人的学校，有效解决了湘中地区学前教
育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隆回县近 2 年投入
1.9 亿元新建思源实验学校，大力缓解农民工
子弟就学压力； 邵阳市第一中学搬迁项目正

如火如荼进行， 届时将成为提升邵阳市教育
整体发展水平的新亮点……

5年来，邵阳市累计投入近 98 亿元，建成
合格学校 1220 所， 全市合格学校完成率
99.03%。 2017 年，全市还投资 1.4269 亿元用
于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舍维修改造，投
资 2456 万元用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学生寄宿条件。

实践证明，精准教育扶贫，教育信息化大
有可为。 近几年来，邵阳加快各级各类学校的
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截至目前，邵
阳市共实现宽带接入学校 1498 所、优质资源

“班班通”学校 1035 所、开通教师空间 30479
个，实现教学点数字教学资源全覆盖。

教师是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2017年，邵阳
市公费定向培养农村教师 1318 名、招聘特岗
教师 925 名，在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城乡教师
流动等方面向乡村教师倾斜； 实施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落实全省“三区”教师专项计划，接
收长沙市 185 名教师到新邵等 6 个县市支
教，从邵阳市区学校选派 75 名教师到隆回县
支教； 实施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均衡配置工

作，优质示范学校对口扶持薄弱学校，城镇学
校对口扶持农村学校。

长沙市雅礼中学足球教练曾琥带领新邵
八中足球队获得县冠军， 并在省足球比赛中
获得佳绩； 宁乡市回龙铺基地校的张恩华支
教武冈秦桥中学，1 年时间， 所教的两个班语
文及格率由 18.1%提升到 79.7%；长沙市实验
中学唐佩支教新邵县坪上中学， 指导学生谢
研宇在第五届中小学生全国语文素养大赛湖
南省决赛中获初中组口语表达比赛一等奖
……送教下乡、 对口扶贫等一系列举措助力
邵阳市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
平，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范围不断扩大。

如今的邵阳市，一所所村小焕然一新，一
座座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一项项改扩建
工程先后竣工， 一个个贫困学子走进了学堂
……邵阳市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不让一个贫
困学生辍学掉队”。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李中满

“唐丽虹，用头接球不要闭上眼睛。”“罗
天荣，你眼睛盯着球，注意力要集中。 ”……
11 月 6 日下午 4 点， 东安县白牙市镇第三
小学足球场上热闹开来， 近 20名小学生在
足球场上练习， 足球教练吴灵芝穿梭其中，
对孩子们进行针对性指导。

“我们每周安排 5 次艺体大课堂，上课
时间 40分钟，讲解足球训练相关知识。 ”白
牙市镇第三小学校长文小波介绍，该校目前
设有男女两支足球队，日常训练的小队员有
近 20 名，“他们都是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学
生，对足球有着满腔的热情。 ”

每次足球训练课就是小队员们的快乐
时光。时下，阳光虽不似夏日灼热，但训练不
久，小队员们已大汗淋漓。“他们都是在农村
长大的孩子，能吃苦，耐力也比较好。 ”文小

波说。
五（二）班学生蒋雅馨是女子足球队队

长。 放眼望去，她个子瘦高，脸晒得黑红，正
在球场一隅与男生练习传接球。 吴灵芝说，
蒋雅馨有着男孩的坚韧和冲劲。

看到记者与蒋雅馨在聊天，小队员们都
很感兴趣地凑了过来，与记者分享起他们与
足球之间的故事。 在刚接触足球时，罗天荣
是个小胖墩，平时小跑都喘气厉害。 止步足
球兴趣班门外时，他哭得很伤心。“看得出，
他是发自内心热爱足球。 ”吴灵芝鼓励罗天
荣不要放弃，先跑步，再练习灵敏度。 经过 1
年多的锻炼，罗天荣的体重下降了 10多斤，
身体也壮实了。“原来都不知道怎么踢球，教
练慢慢教我们传球、停球的基本功。”说起自
己的变化，罗天荣满脸骄傲，今年 9月，他通
过考核正式加入足球兴趣班。

“别看他们现在合作很顺畅，但整个磨
合过程却让人哭笑不得。”吴灵芝说，小孩子
玩性大，也不太擅长控制踢球力道，最初，小
球员被队员的球砸中、男队员抢女队员的球
等情况时常出现。“安慰、调节是必修课，站

在球场上，我的眼睛要时刻盯着，尽量防止
学生受伤的情况出现。 ”吴灵芝表示。

小学生个头不高，接受能力相对较差，在
训练上，吴灵芝将专业动作简单化：孩子们射
门对不准门框， 吴灵芝就在门框前设置标志
牌；孩子们传球准度不高，吴灵芝就设置 2个
近距离标志，让他们先练习短距离传球……

白牙市镇第三小学校园足球氛围十分
浓厚。该校足球文化宣传栏中展示着足球发
展史、足球战术、足球名人堂。在校园广播和
校园展板里，适时公示校园足球运动开展情
况。学生之间交流得最多的是当天的踢球感
悟，学生随口都能说出“C 罗”、梅西等当红
球星的名字。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普
及足球成为该校的重要特色。 该校推出“足
球特色大课间”活动，开展“人手一个球，做
好足球操”等活动，并根据场地和学生的年
龄特点将足球的技术、战术进行简化，学生
参与率达到 100%。

蓝天下，绿草地，孩子在快乐地追逐，备
战即将开赛的永州市中小学生足球赛。

11月 2日至 3日， 作为湖南省传统文化传承与幼儿艺术教育
改革会议的观摩现场，长沙市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六幼儿园（简称
“岳麓六幼”）展示了“民间艺术混龄走区活动：我的区域我做主”。现
场气氛热烈，美食街、陶艺区、剪纸区、彩绘区、皮影戏区、扇子工艺
坊等 13个湖湘民间艺术区域，处处彰显着湖湘民间艺术的魅力。

自 2008年起， 岳麓六幼积极筹备湖湘民间艺术主题教育活
动，收集了大量与湖湘民间艺术有关的服饰、装饰品、手工艺品等
资源，在班级区角创设了“手工坊”“民俗风”“湖湘民间文化阅览区”
“湖湘美食街”等艺术区域，让湖湘民间艺术更好地融入到孩子们的
生活和学习之中。 卢杨屾 摄影/报道

足球，带给孩子快乐时光
———东安县白牙市镇第三小学足球发展侧写

传承民间艺术
争当“湖湘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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