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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 6 年，想孩子 60 年

雷锋小学“核心素养”点亮学生人生底色
本报讯（记者 刘 芬 通讯员 张 湘 兰）
“上
自今年 9 月以来， 雷锋小学正式提出
周，我参加了雷锋小学‘核心素养’开放周活 “雷锋精神兴校，核心素养育人”的理念，立
动，听了一堂国学课，受益匪浅。 ”11 月 6 日， 足学生成长根性，以课堂为阵地，以学科能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1402 班学生杨实奥的 力为抓手，扎实推进以“核 心 素 养 ” 为 根 基
家长向记者介绍。 10 月底至 11 月初，雷锋小 的课程开发与运用， 促进学生学习力的提
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关注核心素养，发展多 升，促使学生的潜能得到自然唤醒、个性得
元思维” 课堂教学开放周，“魅力课堂” 教学 到自由生长、品质得到自觉锤炼、用最纯粹
展、“学科能力”活动展、“教研成果”静态展 3 的态度帮助学生形成终身受益的核心竞争
大主题活动吸引家长及教育界人士 600 余人 力。
次前来观摩。
开放周的校本课上， 熊晓潋老师向家长
该校副校长王泽朋就“核心素养”表达了 们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守护者》，课堂以“孔子
自己的观点：“教孩子 6 年， 想孩子 60 年，培 眼中的管仲”为切入点，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剖
养孩子的核心素养是我校教育的核心， 通过 析为人处世之道，旁征博引，学生各持己见；
数学老师彭翠在教授《分数的初步认识》时，
发展多元思维关注孩子们终身发展。 ”

麓山国际初中男足
再夺全国冠军

通过自学、小组合作、班级展示、老师点拨的
形式开展自主探究式教学， 唤醒学生的成长
内驱力， 学生思维得到有效拓展与升华；《时
间像小马车》 则让家长们体会了不一般的音
乐课，老师朱超通过“猜一猜”引出时钟，带出
课题，通过“画一画”“唱一唱”“做一做”，将学
生合作能力融入歌曲……科学、体育、美术、
信息技术等课程展示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
辩证性思考，教会学生主动学习、探究、创新、
实践。
学科能力活动则让学生自信得体地展
示自己的才华， 数学话剧把数学知识与故
事趣味连接， 彰显深厚的学科功底； 孔明
锁、魔方、九连环、魔尺 等 学 具 经 学 生 们 灵

50 名留守儿童齐许生日愿望

谷韵民小蝉联省校园
武术段位赛一等奖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秋 萍 颜 国 勋）11 月 4 日，
湖南省第二届校园武术段位赛举行决赛。吉首市谷
韵民族小学 20 位“武林小将”从 59 支参赛队中脱
颖而出，卫冕成功，蝉联一等奖。
近年来，谷韵民族小学积极创建校园武术发展
新模式，让武术文化与民族文化、校园文化相融合，
打造本土特色。“用湘西本土的苗鼓作为武术动作
的指令，是该队最大的特点。巧妙结合了当地民俗，
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赛场一位裁判员
说。
2015 年 6 月，谷韵民族小学被命名为“全省第
二批实施国家校园武术段位制试点学校”。 自挂牌
以来，该校切实按照试点校工作要求，将试点工作
列入学校重点工作计划，并于 2016 年 10 月斩获湖
南省首届校园武术段位比赛一等奖。

深圳狮子会
大坪献爱心
本报讯（通讯员 肖柳峰）11 月 6 日上午，深圳
狮子会乐善服务队爱心人士来到双峰县青树坪镇
大坪中学开展“扶贫帮困 爱心助学”活动，向大坪
中学捐赠了价值 10 余万元的食堂设备， 并为该校
21 名家庭贫困、 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发放爱心助
学金 800 元。
深圳狮子会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民间慈善
服务组织，多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爱心助
学”捐赠活动。 此次爱心捐赠活动给师生们带来的
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关怀，彰显了
狮子会爱心人士情系乡村教育， 积极参与和支持
教育扶贫的决心和力量。

衡阳市十六中
为家长讲授习惯培养
本报讯（通讯员 邓华）近日，衡阳市第十六中
学 2017—2018 学年家长学校正式开课，初一年级
3 个班的班主任和家长共同参与。
该校校长周德元为家长们做了名为“培养良
好习惯，成就孩子一生”的专题讲座。 周德元用大
量真实案例启发家长， 教育孩子首先要从培养孩
子的好习惯开始。 家长们不时做笔记， 收获颇
丰。
该校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及家校共育， 也希望
通过家校合作携手为学生护航。 据悉，本学年，该
校家长学校将针对学生特点分年级开展不同主题
的讲座，分 6 期对 18 个班的家长进行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钟 武 伟 龙 艳）11 月 3 日下午

3 点 58 分，在山东省滨州市结束的“
2017 年中国中
学生足球锦标赛”初中男子组总决赛中，长沙麓山
国际实验学校以 3:0 战胜福建省厦门市第二中学，
荣获冠军！ 主教练黄又青荣获“最佳教练”称号，廖
子昂荣获“最佳球员”称号，周俊哲荣获“最佳守门
员”称号。
这是湖南省在此项赛事首次夺得冠军！也是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继今年 7 月在“2017 中国校园足
球联赛” 初中男子组总决赛中首次夺得冠军之后，
再次在全国校园足球顶级赛事上夺得冠军，成为湖
南省中学校园足球在全国赛事上的首支“双冠王”。
“
2017 年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由中国中学
生体育协会主办，山东省滨州市政府承办，共有来
自全国 12 个省市的 32 支校园足球队，640 名运动
员参赛。 比赛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
规则》。

活的手指演绎成一个个神奇的艺术品；色彩
绚烂的艺术彩瓶、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稚趣
盎然的美术作品，无不透露出孩子们的自信
与天赋。
该校校长刘丰华表示， 这次的“核心素
养” 开放周活动是雷锋小学教研教改厚积薄
发的精彩呈现。 本次课堂教学和学科活动遵
循“原汁原味、突出素养”八字方针，让家长感
受到孩子最真实的学习状态， 看到孩子在课
堂上最原生态的学习品质， 也让家长们亲身
感受先进理念的独特魅力， 看到老师们对孩
子的真爱。 他说，“
教育的根本性，就是要培养
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为
他们点亮人生底色。 ”

“虽然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不能陪我过生日，但是有这么多同学
一起过生日，我不孤单！ ” 留守儿童刘嘉怡面对香喷喷的大蛋糕显得
有些小激动。 11 月 3 日下午，茶陵县舲舫乡中心小学给 11 月 出 生 的

50 名留守儿童过了一个集体生日宴会。

通讯员

蒋军生

城南幼儿园孩子包饺子孝敬老人
本 报 讯（通讯员 张 俊）近日，永
顺县城南幼儿园中班的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 来到灵溪镇敬老院看
望爷爷奶奶们， 并与家长一起给老
人们包饺子。
“饺皮摊手上，开始包的时候，
馅先少放一点儿， 饺子皮捏上的时
候要用一点儿力……”现场，孩子认
真听着家长的话， 小心翼翼包着饺
子。 饺子煮熟了，孩子们在家长的帮

助下，把香喷喷的饺子送到爷爷奶奶
们的手里。
孩子们还向爷爷奶奶表演了富
有健康活力的特色课间操，并给老人
赠送礼物。
“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孩子长
大了，懂得感恩了，这样的活动以后
要多组织，它让小孩子从小就明白要
怎样去献爱心、怎样去帮助别人。”家
长李女士表示。

大同古汉城小学
为溆浦一完小“
送教”
本报讯（通讯员 朱婷瑶）日前，长沙市大同古
汉城学校校长熊晓玲带领优秀教师来到溆浦县一
完小，开展精准扶贫送教下乡活动。
本次活动以课堂示范的形式进行。 刘娅舟老
师、 蒋美林老师和包迪老师分别带来了一堂三年
级的语文课《望天门山》、四年级数学课《常见的数
量 关 系 》 和 四 年 级 的 英 语 课 《do you like
bananas？》。 生动活泼的授课方式让学生们难忘，丰
富的教学语言和对课堂的把控力让听课教师获益
匪浅。
此外，在湖南省教育厅的统筹安排下，长沙市
芙蓉区派出 4 名教师到溆浦县一完小支教 1 年，
让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在一完小开花、结
果。

衡阳县春晖小学教师兼学
漠、暴躁，许春红多次奔走在
生心理咨询辅导员许春红勤勤
孩子父母之间， 苦口婆心地
做思想工作。 同时，将孩子接
恳恳坚守教育岗位 28 年，以超
—记衡阳县春晖小学心理咨询辅导员许春红
——
人的爱心和毅力温暖了一个个
到自己家中照顾， 给他做爱
通讯员 刘魁春 本报记者 陈洁
渴望爱与关注的孩子， 成为孩
吃的东西，辅导他学习，帮助
密与保管工作， 在学校举办与心理健康 孩子建立自信心。
子们心目中最温情的“
知心姐姐”。
2015 年， 一直任教品德与社会课的 教育普及相关的系列活动。 许春红把每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小陈易怒、易
许春红成为学校首位心理辅导老师。 许 周一至周五中午 12：50—13：50、下午 16： 暴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了， 和同学之间
春红用心耕耘心理教育阵地， 在没有教 10—17：10 定为心理咨询时间，特殊情况 的关系一天天改善， 也乐意为班级出力
材的情况下，她查阅大量资料，自己组织 还可以特别预约。 这一系列的活动推动 了，老师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说:“小陈
教学内容，设立了“情感小屋”咨询信箱， 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学校的普遍开 的转变真大！ ”
陆续收到学生近千封信。 虽然日常教学 展，取得显著成效。
在许春红看来， 师生心理交融的基
许春红深知心理健康对孩子成长的 础是感性的交情，也是爱的投入。 许春红
工作繁忙， 但许春红仍然利用课余时间
为每一位来信的学生疏导心理障碍，发 重要性，近年来她发现，受父母外出难相 对记者说：“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善于与学
起手拉手帮扶活动， 鼓励学生们相互帮 聚或者是单亲家庭等因素影响， 很多孩 生沟通，进行谈心、交流，进而开导学生，
助。 同时许春红还创办了“
心理导报”，每 子变得厌学、焦虑、冷漠、孤僻、自卑，而 以老师真诚的爱去关心、 呵护每个学
周把孩子们存在的共性问题和手拉手活 这些严重阻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生。 ”
2016 年 9 月开学之初， 学生小陈在
许春红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动态，对
动中的优秀故事刊登出来， 送给该校每
校经常严重违反校纪校规。 许春红了解 孩子进行心理辅导时，从不吝啬表扬，抓
一个班级的孩子们共同分享。
许春红每学期都会开展广泛的心理 到小陈来自单亲家庭， 父母离异后又分 住每一个契机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她
健康教育问卷并建立学生心理档案，更 别组成了新的家庭， 双方互相推诿孩子 用实际行动拨开孩子们的心理雾霾，让
好地、更全面地记录学生情况，并做好保 的赡养义务，导致孩子性格极端孤僻、冷 孩子们的心田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最温情的“
知心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