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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隆回县第一中学——
—

本报记者 付康松
通讯员 周强

，

“教育扶贫工作实施到现在已
近 3 年， 距离 2020 年脱贫攻坚任
务全面实现只有 3 年，脱贫攻坚战
进入‘下半场’，这是‘啃硬骨头’的
关键期。 教研扶贫作为教育扶贫精
准施策的重要内容，是将‘扶贫’与
‘扶智’‘扶志’ 结合起来的重要方
法。 ”近日，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院长石灯明在 2017 年湖南省教育
科研扶贫工作推进会中指出，湖南
省教育扶贫工作进入“下半场”。
湖南省教科院充分发挥教育科
研优势，大力推进智慧扶贫、精准扶
贫， 努力增强贫困地区教育造血功
能，提升内生动力，加快贫困地区教
育改革发展， 取得阶段性成效——
—
一 年来，共组织中学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地理，小学数学、英
语、道德与法治、科学、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和学前教育等 12 个小分
队，分别深入花垣、桑植、平江等 10
个贫困区县，累计开展“送教送研”
活动 15 次，参与活动的贫困区县教
师达 5000 人次。 根据贫困地区职业
院校培训需求， 在职业教育国家级
培训计划中设立特色项目——
—贫困
县和偏远地区学校精准培训， 采取
“送培下校”的方式，在每所学校集
中培训教师 30 人，全年共送培教师
1590 人。 同时，在课题立项上，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给予专项支持：
设立省教育科学规划扶贫专项课
题，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课题指标，
用于支持贫困区县课题立项。 2017
年度面向市州的省级规划立项课题
中，贫困县区立项课题占比近 30%。
怀化市课题立项数持续保持高位水
平，全市共申报课题 35 项，立项 14
项，立项率达 40%，其中省社科基金
教育学立项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充分
发挥基地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每年在贫困区县重
点培植一所教改样板校， 推介一至两项实用性强
的教改成果，带动一批本地的薄弱学校发展。 如为
武陵山片区中职学校“量身定做”电子电器应用、
机械加工技术、畜牧兽医等 17 个专业的核心课程
“专递课堂”资源，这些资源在武陵山片区 37 所农
村中职学校应用覆盖面达90%以上。
石灯明表示，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将继续发
挥教育科研的优势，助力湖南
“
下半场”脱贫攻坚。

新课改为孩子搭建成长阶梯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范青友
日前， 一场别开生面的语文教研会在
“湖南省课程改革样板校” 隆回县第一中学
举行。隆回县第一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廖敦燕
率领一众名师与新化一中 41 名教师同台竞
技，唇枪舌战，阐述各自对语文课改的探索
与思考。近 10 年来，隆回县第一中学紧紧抓
住湖南省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契机，以
“新课改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为工作目标，开
拓创新，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12 月 4 日， 记者走进隆回县第一中学,
操场边的“高考金榜”耀眼夺目：2017 年高
考，该校二本以上上线人数再次突破千人大
关；600 分以上达 62 人，88 人走进“985”重
点高校；2009 年—2017 年， 共 23 人考取清
华、北大，居邵阳市之首。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课程改革，课程
改革的核心在于课堂改革。 ”校长陈惟凡告
诉记者，隆回县第一中学早在 2007 年就开
始了课堂革命，为学生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每学期开学前夕， 是该校各备课组围
绕导学案开展“头脑风暴”的时间。 全期教
学内容被划分为若干部分， 分配给组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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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课程外， 还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特
长，开设“趣味物理”“法律案例分析”“演讲
与口才”“
印象欧美”等 40 余门校本选修课，
打造选修课程“超市”，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
质的特长生。
2012 年湖南省中学生象棋大赛中，该
校代表队包揽冠、亚军；原创集体舞《走在山
水间》在湖南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大
赛中获一等奖；该校机器人代表队更是连续
斩获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湖
南省青少年机器人足球赛高中组冠军，并于
2013 年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机器人足球赛
勇夺全国冠军。
在隆回县第一中学，新课改为孩子搭建
了成长阶梯。课堂里，学生畅所欲言，成了课
堂的主人；老师严谨治学，成了学生的引路
人；校园里，体育节、艺术节、科技周、演讲节
等“九大节日”每年如期举行，一批批高分与
高能兼具、全面而有个性的学生先后跨入了
名校大门。

砥砺奋进的五年
教育改革在湖南 17

鼓号声声震天响
12 月 4 日， 长沙市天心区少先队鼓号队展演在天
心区红卫小学举行，22 支队伍、1600 多名鼓号队员迈着
整齐的步伐，奏响欢快的鼓乐。 各队都在继承和保持传
统演奏风格技巧的同时， 发挥各自优势， 通过寓意深
刻、 新颖独特的队列变化， 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
觉、听觉盛宴。
陈尧 杨杜 摄影报道

8090 创客的故事
湖南省科技厅协办

石云裳:打造衣冠里的华夏
本报记者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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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主备。 教师们群策群力， 切磋学
问，各抒己见，从初案到半成品再到成品，
导学案在脑力激荡中日臻完善， 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合作探究，打造高效
课堂。
“一案三段六步”课堂教学模式堪称隆
回县第一中学课改典范。“一案”指将教案和
学案合成一份导学案，使之成为教学载体和
抓手；“三段”指课前预习、课中探究、课后拓
展三个时段的内容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习要
求；“六步”则是课堂教学的六个流程：检查
预案、合作探究、精讲点拨、当堂训练、提炼
升华、课后拓展。“
课堂氛围民主，师生关系
和谐，学生更加阳光快乐了。”班主任李典平
说，他带领的 551 班生源较差，随着课改稳
步推进，学生学习成绩得到极大提升，“王孝
华考取清华大学， 申茜茜考取北京大学，刘
宇考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飞行
学员，全班 46 人考取二本以上大学。 ”
肖宏轩是隆回县第一中学高二 631 班
学生，前不久，他带着他设计的足球机器人
从“湖南省第十五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
捧回高中组冠军。
“机器人”是隆回县第一中学的校本选
修课之一。 近年来，该校每年除了开足开齐

“顾盼兮生辉，淼淼兮踏波。 仿若轻云，
鹅黄上襦覆团花，美目胭脂映彩霞。 ”在中
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描写汉服的经典诗
句，那些古诗词里的衣裳美得让人窒息，美
得令人炫目。
“汉服彰显着中国礼仪之邦的宏伟气
度，传承着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至今已流传四千多年， 虽然各朝各代都有
一些发展和变化， 但其最基本的元素——
—
交领右衽、系带隐扣、宽袍大袖未曾改变。 ”
12 月 4 日，记者一走进云裳阁，创办者石云
裳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汉服的历史， 满屋
子琳琅满目的布匹绸缎令人目不暇接。
云裳阁是一家服装工作室， 主打汉服
私人定制。 来自常德的 85 后女生石云裳从
小就爱看古装剧，特别是《新白娘子传奇》
中白娘子的装扮令她深深着迷，“小时候经

常披着床单， 幻想自己是电视剧里的女主
角。 ”从那时起，她时不时会研究汉服的款
式、妆容、发型，向圈子里的前辈请教汉服知
识，从喜爱到了解再到熟知，渐渐地，汉服已
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9 年，
石云裳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婚庆设计工作，在
长沙开了全城首家汉服定制店。
云裳阁不卖成衣，也不接受来图定做，
每一件汉服都是石云裳为顾客量身打造的。
“首先是好看，其次要符合穿着者的个人气
质。 ”石云裳告诉记者，当有顾客来定做汉
服，她都会根据对方出席的场合推荐合适的
款式。“日常穿着、演出、婚庆，什么场合搭
配什么汉服大有讲究。 ”
“穿着好看才最有说服力。 ”这是石云
裳的经营理念。 一件汉服从设计稿到制作
成衣， 期间石云裳需要跟顾客反复交流确
认，直到对方满意。 虽累，但她乐此不疲。 也
正是这精益求精的态度吸引了不少顾客慕

名前来。
汉服款式复杂，穿着不便，石云裳尝试
对版型进行改良。“
改良后的汉服还是汉服
吗？”对于记者的质疑，石云裳回答：“
千年汉
服也需与时俱进，不然会被时代淘汰。”在她
一番巧思下，传统汉服融入了灵活多变的现
代元素，颇受顾客喜爱。
云裳阁除了打造汉服定制外，还提供古
装艺术摄影。“
有些顾客喜爱汉服，但不敢穿
出门，通过摄影可以将顾客的古装扮相永久
定格，满足她们穿着汉服的愿望。 ”为此，石
云裳还特意自学了化妆，在她看来，美好的
衣裳就该搭配美好的妆容。
“中国国力日渐昌盛，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汉服，喜爱汉服，也敢于将汉服穿出去，这
是一种进步。 ”每年中秋拜月节、七夕乞巧
节， 石云裳都会举办一些公益性的讲座，她
希望借由这些活动，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贡
献一点微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