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本报记者 彭静

“美丽的美，讲述的述。”湖南美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述”）创始人皮
燕翔表示，作为设计师，让消费者了解美、
理解美， 并能去消费和享受美的生活是他
的创业初衷和努力方向。

“美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但是从人人
都关心的‘家’入手，就容易产生共鸣。 ”从
纯艺术出生到平面设计再到室内设计和艺
术培训学校，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皮燕翔
在设计行业颇有名气， 并在创业的道路上
站稳了脚跟。在外人看来，他的人生道路顺
风顺水。

2014 年， 在线教育在中国刚刚兴起，
皮燕翔寻思着将现有的室内设计培训课程
搬到线上， 让更多人了解室内设计这个行
业。皮燕翔投入大量资金，正式转战在线教
育， 但现实给了他致命一击，2 年时间，预
期的火爆场景并未出现， 除了一个优秀的
视频制作团队外，皮燕翔别无所获。这种低

迷状态一直持续到 1 年多， 直到为设计师
拍摄视频短片。

“这是第一次有钱收，也是这一次合作
让我意识到了室内设计行业对短视频有巨
大需求。 ”皮燕翔说。 依靠已有专业视频制
作团队， 皮燕翔成立湖南美述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专为室内设计行业服务。

站在新的起点，皮燕翔谨慎了许多。他
深谙不能盲目跟风，沉淀技术、做好服务才
能取胜。 皮燕翔一直在寻求美述露脸的机
会，2015 年 9 月，美述开始与 CIID 湖南建
筑室内设计协会达成合作， 接手协会活动
视频拍摄工作。

同样是传播媒介， 如何能让美述与众
不同？以往的创业经验给了他启发，“创新，
有时候并不是颠覆，而是融合。 ”接下来的
活动，皮燕翔注重策划，传播亮点。

2016 年 3 月， 美述团队 13 人第一次
走出长沙， 为深圳创意设计周服务，“我们
现场剪辑了 2条视频并投放到大屏幕上。 ”
皮燕翔告诉记者， 娴熟的拍摄技巧和专业

的采访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回
长沙的路上，他接到了合作电话，当即奔赴
广州， 和中国最顶尖的设计师媒体———新
浪家居签下 2 个活动的视频年度合作合
同。 2016年，作为唯一视频战略媒体，美述
随新浪家居采访了近 300 多位中国最顶尖
的设计师，制作了 200 多条专业的短视频。
2017 年，美述又增加了一个活动的年度视
频合作———“世界的生活家”。

通过近两年的专业积累， 美述已经成
为米兰国际家居设计展、 中国建筑室内设
计协会（CIID）、深圳创意设计周、安德马丁
奖等这些国际国内顶尖设计组织及活动的
视频媒体战略伙伴， 这种行业尖端的联盟
的蓄势，已经构建了美述的专业高度，也逐
步形成了美述未来自己的发展思路， 那就
是“让人们生活在有设计美感的生活里”
———通过与设计创意有关的短视频， 连接
设计师与工厂， 让设计师提供更好的设计
服务，让工厂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让人
们能享受更美的生活。 责编：郭映红胡荧 版式：谭笔耕 责校：钟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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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石自行 寻莉

20 年前，为了弥补遗憾，他将
年迈的母亲接到身边照顾。

20 年后， 他的事迹在浏阳教
师的朋友圈广为流传，被评为浏阳
市第七届“十大孝星”之一。

他叫陈庆海，是浏阳市第八中
学的一名教师。

1995 年 7 月， 湘西伢子陈庆
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浏阳任
教。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有限，他未
能及时收到父亲病故的消息，造
成终生遗憾。 当年其母亲也已经
70 岁了，他一度苦恼，是继续留在
浏阳教书还是回家乡工作。 第二
年，他把 71 岁的母亲从老家接到
身边。“把母亲带在身边，我放心
些。 ”陈庆海说。自此之后，他就带
着年迈的母亲在浏阳教育战线奋
战 20 年，2017 年 10 月 18 日，浏
阳市第七届“十大孝星”揭晓，陈
庆海榜上有名。

尽管自己照顾母亲的事迹被
社会认可，在陈庆海内心却仍对母
亲存有内疚。 2012年 10月， 陈老太回湘西老家短
住，不慎跌倒，摔断了右髋股骨和右腕骨。 为不影响
给学生上课，陈庆海没等母亲骨头愈合就把母亲接
回浏阳治疗，最后母亲落下残疾，只能依靠老年学
步车和轮椅移动。 自这之后，为弥补对母亲的愧疚，
陈庆海夫妻一到放假时间， 就带母亲出去走走，社
港周边、周洛景区及浏阳河畔等地方，都留下了这
一家人的身影。

12月 15日，益阳万源双语学校操场上，体育老师
高魁给初一 1704 班学生教授舞龙技巧。 为了丰富学
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传承中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 2017 年下学期开始， 该校将中华传统文化舞龙搬
进体育课中，特聘请专业武术和舞龙教师高魁指导学
生。在高魁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从基本功练起，学习
了滚龙、跳龙等几套舞龙表演动作。

曹国军 摄影报道

住在充满设计美感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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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 创客的故事
湖南 省 科 技 厅 协 办

湘潭市努力培育“知行合一”学生
本报记者 胡荧 彭静
通讯员 贺艳芳 李靓

12月 18日至 22 日， 湘潭市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400余名初二学生将进行 5 天 4 晚
的综合实践培训。 在这个不能带手机、不能吃
零食、 不能用钞票的基地里，3D 打印、 多米
诺、防震救护、沙画、CS 运动、毒品教育等 30
多门综合实践课程等着他们“尝鲜”，这些校
外课程涵盖科学探究、生存体验、素质拓展、
专题教育四大类。

湘潭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是湘潭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践基地，拥有 20 个自
建场馆，同时与湘潭市军分区、文明办、两型
办等单位建设了 10 个共建场馆， 如消防馆、
禁毒馆、地震馆。12月 18日下午第一节课，禁
毒馆里，40多名学生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远离
毒品，珍爱生命”。 记者围着禁毒馆走了一圈，
400 多道禁毒知识题、鲜活的吸毒案例、夜神
模拟器上吸毒前后的容貌对比……80 分钟的
禁毒课程给来这里的学生敲响了警钟。

据统计， 从 2016年 9月 26日开班起，该
基地已经接待了 5万余人次。除了既定的课程
外，基地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如盘龙大观园、

毛泽东故居、九华工业园等，于每周四组织学
生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要让综合实践活动真
正成为文化课堂以外的有效补充，让学生获得
全面成长。 ”湘潭市教育局局长陈利文表示。

湘潭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校长谭鼎铭
将综合实践教育形象地比喻成“撒种子的教
育”， 在他看来，“我们撒下一把种子， 未来可
能会收获一片花园”。 近年来，湘潭市除了播
撒金色种子，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悟“知行
合一”外，还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古色文
化、培育绿色心灵，着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湘潭是一块红色沃土， 湘潭市教育局依
托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将“红色基因”厚植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中。 2014 年 10 月，湘潭市在全国率先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校园工作，
组织一线优秀教师， 编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读本《第一粒扣子》，该读本被湖南省教
育厅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材在全省推荐。 同时，湘潭市教育局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列入未成年人道德建设
课程，并定期举办系列教育活动，让良好的道
德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未成年人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
陈利文认为，要培育“有根”的健康人，而

这个“根”就是文化底蕴、传统美德。 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湘潭市选定了 12 所戏曲特
色学校作为戏曲教育与传承的试点学校，与
此同时，皮影制作、虾舞、火龙、巫家拳、油纸
伞等传统文化在湘潭薪火相传。

在湘潭， 有个地方可以让学生心灵得到
休息，这个地方就是心理辅导站。 湘潭以校内
外心理健康辅导室（站）为阵地，筑牢未成年
人心理防线。 目前， 全市 100％的城区学校、
95％的农村学校均建立了心理辅导室，同时湘
潭市与各区县共建了 6 所校外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站，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营
造未成年人成长的“绿色空间”。

在湘潭市、 岳塘区共建的未成年人校园心
理辅导站里，接待室、心理测试室、心理咨询室、
沙盘游戏室、音乐放松室、宣泄室、团体辅导室
一应俱全。该心理辅导站工作人员、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刘家妤介绍， 学生们反映的心理问题
主要集中在青春期的困惑、厌学、情绪管理等方
面。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7年，该心理辅导站就
提供了 470人次的辅导工作，对 60余名学生家
长进行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前不久，雨湖区金庭学校将首届“全国文
明校园”这一国家级荣誉揽入怀中，作为湘潭
市唯一入选的小学，以“六年奠基人生”的教
育理念，以“让优秀成为习惯”的校风，努力培
养孩子养成“智慧、坚毅、高雅、善良”的品质。
该校校长刘和平介绍，新学期开学前 2 周，金
庭学校给每名学生发放了成长手册， 教孩子
学规矩、学制度；积极开展“乐在校园”“学在
校园”“健在校园”“雅在校园” 等系列德育活
动。6年下来，学生带走的不仅只是知识，还有
高尚的品德、优雅的举止和文明的素质。

知行合一，立德树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任重道远， 湘潭市做出的成绩有目
共睹：湘潭市荣获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湖南省唯一），湘潭
市教育局荣获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
唯一）。 这一荣誉的背后，凝聚着湘潭市多年
来积极探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
思路、新办法、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