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彭三英 张嘉)随
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慢慢走进学
生们的生活。 字典这个工具书被越来
越多的人遗忘。 为帮助学生正确使用
工具书，重视运用字典，常德市鼎城
区王家铺小学日前在二—六年级分
别举行了“我为汉字找音节”比赛。

比赛现场只听见学生们“刷刷
刷”翻字典的声音，写出字的音序、
部首、页数，选择正确的义项等比赛
内容考核了学生运用字典的熟练程

度， 帮助学生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
惯。 据了解，该比赛是王家铺小学读
书节系列活动中的一项， 为深入实
施素质教育，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
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 学校举办了
“文化王小 书香校园”读书节，旨在
激发师生读书的兴趣与热情， 让每
一位师生都亲近书本，喜爱读书，学
会读书。 让每一位师生在读书活动
中沐浴文化的恩泽， 接受传统的洗
礼，享受阅读的快乐。

新邵一中喜获
全国啦啦操联赛第一名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纪新）12 月 3 日，新邵县第一中
学喜获全国啦啦操联赛（长沙站）自选动作项目冠军，并
收到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派遣函， 获得代表中国参加
2017—2018年国际啦啦操系列赛事的资格。

该校首次派出 16 名啦啦操队员参加本次比赛，队
员们通过动感的音乐展现自我，以明快奔放的动作挥洒
出青春与活力，以新颖别致的造型与欢乐的舞蹈，演绎
青春、健康、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在两天激烈的角逐
中一举夺得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南
啦啦操委员会、 南京啦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小学、中学、大学共 153 个单位和 2870 名
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

龙山两所学校跻身
全国禁毒知识竞赛百强校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世双 向发波）12 月 3 日，从龙山
县禁毒办传来消息，龙山县第一中学、皇仓中学两所学
校均跻身全国禁毒知识竞赛百强学校。

据了解，11月份，龙山县禁毒办、县教体局组织该县
33 所初、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的 2 万余名学生，从提升
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着手进行了知识普及，参加了
2017 年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初赛）活动并取得好
成绩。

“中国禁毒网”统计显示，全国禁毒知识竞赛百强学
校湖南省仅有 5 所，其中龙山县占两所，这两所学校即
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决赛。

群雄舌战“网络利弊谈”

12 月 1 日，益阳市赫山万源学校多功能报告厅里妙语连珠，掌声
此起彼伏，一年一度的辩论赛决赛正在举行，今年辩论的主题是《网
络利弊谈》。 正反双方辩手唇枪舌剑，火花四溅，给到场师生呈现了一
次精彩绝伦的辩论表演。 通讯员 胡佩锋

05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彭静 版式：姚慧 校对：刘静 2017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校园
校园文化大巡展 63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刘仕栋）12
月 5 日，隆回县九龙学校内歌声嘹亮，该校
一年一度的学生合唱比赛正在进行紧张的
初赛， 等待上场的孩子们或忙着放松开嗓，
或忙着做最后的队形排练。

“决赛那天，家长也会前来助阵，与孩子
一起享受艺术之美。 ”该校校长刘卫东向记
者介绍， 九龙学校一直以素质教育为己任，
着重关注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不仅认真开
齐、开足了艺术课程，而且还依托“快乐活动
日”这一载体，强化对学生审美教育和艺术
表现力的培养。 近年来，该校学生在各级各
类艺术竞赛中屡创佳绩。

据悉，九龙学校是由隆回县委、县政府
投巨资新建， 于 2011年 9月顺利招生开学，
对解决城区学位紧缺、缓解大班额问题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该校进城务工子女以及

留守学生占比达 67%，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
养成等大相径庭。

依据“让每个孩子都健康快乐成长”的
发展愿景，该校大力发展德育、体艺、科技
教育， 坚持将特色渗透到学校工作的各个
方面。

记者翻阅该校“快乐活动日”实施方案时
看到，学生可自由选择喜爱的特色项目，学校
根据各特色项目的自愿报名人数， 组建合适
的班级，安排专业的老师授课，以形式多样的
活动为载体，培养舞蹈、声乐、器乐、美术、体
育、奥数、英语、写作、制作、演讲与主持等方
面的出色人才。 该校将每周星期二下午第五
节课调整为班队活动课，从 2：30 至 3：00，课
时 30分钟；下午 3：10 至 4：30 为特色课活动
时间。

刘卫东校长表示 ，该校学生参与率

最 高 的 当 属 体 育 和 科 技 兴 趣 小 组 项
目。

各班级之间开展篮球、足球、跳绳比赛，
年级之间开展足球赛、 大课间活动比拼等已
经成为该校常态。

少年宫科技兴趣小组将室内与室外、课
内与课外相结合， 是学生动手实践性较强的
课外活动，师生参与积极性高。在全国青少年
机器人大赛中，该校于 2015 年、2016 年连续
两年获全国一等奖。 2017 年，该校学生作品
《交通文明伴我行实践活动》获湖南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习一技之长、促全面发展”正逐步成为
“九龙人”的共识。 九龙学校本学期正摸索并
实践将体艺纳入教师考核标准中， 以促进教
师加强体艺方面的学习与修养， 并积极主动
思考如何拓宽活动育人的渠道。

九龙学校“快乐活动日”立体育人

明明可在城区任教， 却偏偏要扎在乡村
学校；明明可在乡村轻松教点书，却偏偏时不
时要鼓捣些名堂。 这个让家人又爱又恨的人
就是衡阳县演陂中学语文教师周达干。

“在乡村教育这块土地上，用心耕耘，播
种快乐。 ”这是周达干和自己的约定，也是他
一贯以来的信念坚守。 从教 28 年，由一名年
轻普通教师成长为一名乡村教育教学骨干、
学科带头人，周达干辗转多个学校，破解多重
难题，走出了一条奉献、勤奋、创新的成长之
路。

心有学生，用心耕耘
1989 年，18 岁的周达干中师毕业后分配

在衡阳县库宗乡新华小学。 由于他对体育稍
有研究，于是，在任教语文的同时，他肩负起
学生田径训练的重担。 当时学校条件比较艰
苦，没有跑道，周达干另辟蹊径，带领孩子们
在学校与后山之间的崎岖小路上往返训练；
没有教具，他拼拼剪剪，用布袋缝沙包，用木
制品制作跳板以及跳高杆；学生的凳子坏了，
他敲敲打打，自己学着修……

1995 年，应妻子强烈要求，周达干调入
县城工作。 但仅仅 1 年，他便说服妻子一同

回到家乡学校衡阳县演陂镇新塘中学教书。
周达干说：“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有扎根在这
里，才会根深叶茂。 ”他把热情、激情、关爱献
给乡村学生：学生李某性格孤僻，也不讲卫
生，从不愿与别人讲话，同学也不愿与她交
往，周达干不厌其烦地关心帮助她，督促她
洗发、梳头、剪指甲，通过各种班级活动，鼓
励其他学生主动与她合作，有意识地让李某
在集体中找到快乐，找到自信。 学生王定桥
家境贫寒，周达干从初中开始一直资助他到
高中毕业。 周达干关照刘强等留守孩子的生
活起居数年如一日，工作单位离家不足二里
路， 但他周一至周五始终坚持在校食宿，陪
伴着留守孩子……心有教育， 心有学生，正
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心灵坐标，也是他收
获幸福的源泉。

爱学生使周达干的心境变得从容、宁静，
于是他耐得住清贫， 沉心于所钟爱的这份事

业。 他明白只有提升自我才能更好地服务学
生，因此，周达干订阅报刊杂志，认真阅读教
育类书籍，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通过自学，
他先后取得了专科、本科文凭。

心有教育，创造“惊喜”
如何能让学生真正肯学并学好语文？ 围

绕这个问题，周达干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生
活语文”等教学路子。 在课堂上，周达干善于
采用情感化教学， 根据教材内容精心创设与
之相适应的教学情景，在情真、意切、理寓中
收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他坚持“以人
为本，回归主体”的教学原则，提出并实践“六
步教学法”，多方位备学生，多角度备教材，提
高备课的实效性。

课外时光， 周达干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
式，带领学生登山、进行劳动实践，引导学生
从具体实践中感知生活， 激发和培养农村学
生课外阅读兴趣和能力。

“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总能给人带来
‘惊喜’。 ”这似乎成了周边人对周达干的一致
评价。

在衡阳县中科实验学校时， 周达干组织
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教育模式探索研究。2年
时间，他在节假日与留守孩子们畅谈理想，与
他们登山望远，与他们开心流泪。 2009年中科
实验学校因关爱留守儿童教育工作成绩突
出， 被全国妇联授予“留守儿童之家家长学
校”称号。

在衡阳县演陂中学， 周达干主持申报了
《培养农村初中生课外阅读兴趣的研究》课
题，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教育引导学生开展课
外阅读，把学生从网吧、手机中拉回到书桌上
来。 效果显而易见，学生习作获奖或发表屡见
不鲜。 2014年初三学业水平考试，该校破天荒
取得衡阳县第六名的佳绩， 并被衡阳市教育
局授予“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称号。

衡阳县“优秀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先进
个人”“优秀党务工作者”……面对荣誉，周达
干很淡然。 他深知，今后的教学生涯还很长，
让农村孩子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健康成长，
走向更精彩的世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用心耕耘，播种快乐
———记衡阳市衡阳县演陂中学语文教师周达干

通讯员 陈芬

东升小学国学教育
落地生根

本报讯（通讯员 叶丹）“上善若水”“君
子以厚德载物”，12 月 1 日， 常德市武陵区
东升小学学子穿着汉服，在《为天下溪 常
德不离》的悠远吟咏中拉开了湖南省第二届
国学教育观摩研讨会的帷幕。来自湖湘各地
近 300 多位有志于传播国学的教育人齐聚
柳城常德芷园会堂，观摩一年一度的国学教
育文化盛会。

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 围绕“国学”主
题， 呈现了四个国学节目，14 堂国学课例，
东升小学漆圆圆老师执教的《声律启蒙》“四
支”，不仅细腻柔美，且引导学生用支韵写春
天，别有韵味，获得专家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作为一所有 100 多年历史的老校，东
升小学传承经典，蒙养其正。《弟子规》《三
字经》《百家姓》《声律启蒙》《诗经》《论语》
《古诗词》等国学校本教材分年级走近了每
一位东升学子。 东升小学让国学教育落地
生根， 每节课前的 5 分钟、 每周五的晨会
里、每天的放学路队行进时，那些涤荡千年
的文化瑰宝，再次在孩子的口中传诵，不绝
于耳。

本报讯（通讯员 马冰）12 月 1 日，第六
届国际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在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师范
大学株洲附属学校的六年级学生余定泽和
史习均，凭借技术设计和创新能力，一举斩
获本次大赛“机器人轨迹赛”项目（小学组）
一等奖，得分排名全球第三。

据了解， 全国各地共 60 名青少年学
生参加了此次国际赛事，本次赛事按照年
龄分为高中组、 初中组和小学组三个级
别，适龄选手分别采用团队合作或者分组
对抗的模式参加比赛，比赛设有不同的主
题，比如机器人轨迹赛、迷宫赛等。由于比
赛举办地及竞技场较国内训练有所不同，
对选手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挑战。余定泽
和史习均团结协作，反复演练、优化升级，
最终以冷静的分析、娴熟的技能、完美的
操作，赢得了评委的充分肯定进而取得佳
绩。

与此同时，该校五年级学生胡乔榛和叶
泽宇、六年级学生郭彦杰和四年级学生刘锦
城，4 位学生（两两搭档）也在此次大赛中获
得了小学组二等奖的佳绩。

北师大株洲附校 6学生
获国际机器人奥赛大奖

王家铺小学重视使用传统工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