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钟柳棋）3 月 9 日上午，平江县南江镇凤桥
村的山坡上，迎来了一群携带工具的小劳动者。该县南江中学七
年级 200 余名师生义务植下 1000 余棵杉树树苗，为石土显露的
荒野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绿纱”，增添了新的生机。

据了解，在每年的“3·12植树节”来临之际，南江中学都会开
展植树造林活动，并且借此契机对学生进行“让天更蓝，让地更
绿，让水更清，让家乡更美”的环保教育，培养他们保护生态环境
的责任意识和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新晃职业中专 3件
作品获全国大奖

本报讯（通讯员 吴可勇 杨贤涛）
近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传来喜讯，该校 3 件作品《侗族大
歌》《剪下生花》《咿呀酒》 在第十三届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上
从 9000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和优胜奖。

近年来，该校积极挖掘、开发各种
载体，传承侗族文化，并与学校的教育
教学实现有机融合， 促进了学校内涵
式发展。 同时，该校积极参加国家、省
市各类竞赛， 在教育教学上做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积极选送优秀作品参
加比赛， 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文明风采
共助学生成长的教育共识， 进一步推
进活动育人、 文化育人工作。 侗族大
歌、 侗族服饰就是师生们在这样的背
景下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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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特殊“护送队”
汉寿县教育局 黄彦文

在宏大的教育数据里，9 位老师和 1 名学
生的故事为什么显得那么特别？ 因为这细小
的故事里， 传递出来的是 9 位人民教师对教
育不曾更改的赤诚忠心， 和 1 名少年身患重
疾却对美好生活的渴求， 是我们生活中最暖
人心的温情与执念， 唤醒了我们执鞭从教的
美好初心。 我的心底也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它
从某种程度上激发我去选择当一名光荣的教
师。

20 多年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隔壁
班来了一名特殊的女生， 是先天性下肢残
疾，靠拄拐艰难前行。 学校在山上，天晴尚
好， 她能在家人的陪伴下一步一步爬上山
来。 下雨就惨了，裸露的黄泥特别滑，一不留
神就摔个四脚朝天。 老校长知道这件事后，
很快组织全校高年级师生组成了一支特殊
的“护送队”，每天 2 人轮流值班接送人。 没
有讥笑，没有报偿，但我们每次去执行任务，
都有热血澎湃的自豪感。 那时候没有网媒，
没有手机拍照，一切都默默发生着，没有社
会舆论表扬我们，更没有上级组织嘉奖老校
长的仁义，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
小事。 这件小事，它永存在我的心底，保留着
我对教育事业的美好印象。

不忘初心的坚守
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 林毅

其实，对皂市镇中心学校来说，义务送教
上门也并不是第一次。 2016年下学期，学生杨
书晴参加篮球比赛右腿韧带断裂， 在家休养
一个学期。 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向绪忠立即提
着苹果去医院看望，家长建议“留一级”，杨书
晴自己坚决表示不同意，见状，向绪忠表示，
“不会放弃一个孩子， 每周末上门为孩子补
课，不收钱。 ”后来，又陆续有 4名老师主动加
入了义务上门送教的行列， 当时有老师拍了
现场照片，并上传到网上，向绪忠还发了火：
“下次不带你去了，我们搞这个事又不是想出
名，有什么好宣扬的！ ”

如今，杨书晴正常进入了初二年级学习，
学习成绩稳居班上前三，在 2017 年石门县中
学生法律知识抢答赛中为学校争得初中组一
等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2017 年底全校八年
级的语文、数学、物理三门学科竞赛中都榜上
有名。

学校停办都未曾忘记他
汉寿县太子庙中学 高红广

往返 20 多公里陡窄山路， 不求任何报
酬。 老师们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师德师风的
正能量，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老师的送教不是
应付，而是用心用情在做。 不过，全国各地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因病搁浅的求学梦。“一花独
放不算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

汉寿县太子庙镇涂家段村的曾文也享受
到了专职授课老师送教的“待遇”。

曾文今年 10 岁， 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
病，因行动不便，一直没有正常上学。 太子庙
镇中学就建议其由奶奶陪同， 就近到缸儿口
村小免费就读，并由缸儿口村小老师实施“一
对一”教学，每天学习 3� 课时，上语文、数学
和体育三门课。 学校还免费为曾文和奶奶提
供了上学期间的中餐。

这学期，由于学校布局调整，缸儿口小学
停止了办学， 师生们都转入了镇上的中心小
学。 但县教育局和镇中学都没有忘记他，开学
初就安排了原缸儿口小学教导主任刘爱华老
师继续教他，担任他的专任授课老师。 在曾文
的家人看来，有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
他们一定会支撑孩子披荆斩棘、 一路前
行。

第九次送教到家
炎陵县水口镇中学 彭新平 黄建花

2018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炎陵县水
口镇中学教务主任陈鹏率送教下乡老师
一行， 来到水口镇桃村建档立卡户智障
残疾学生刘陈欢家里， 开展本学期第九
次为其送教到家活动。

班主任戴新能老师俯下身认真指导刘陈
欢学习语文方面的知识， 戴老师想在最短的
时间里把最有用的东西教会他， 为他今后自
食其力和保护自我保驾护航。 姓名，地名，电
话三个重要信息，反复的练习。 终于，他不但
会说，还会写了。 大家看到这喜人的收获长长
的舒了一口气， 心里卸下一副沉重的担子似
的，更像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

攸县支教老师王足妮不忘初心， 自觉的
加入送教下乡的队伍中，给刘陈欢讲《坐着轮
椅上北大》的励志故事。 刘陈欢听得很认真。
当老师离开他家时， 发现他还在饶有兴趣翻
看这本书中的插图。

从送教团队的教师们言谈中， 我们可以
看出他们充满了社会的责任感与满满的幸福
感！

那些暖人心的 “小故事 ”

“地震”来了

3 月 8 日下午第三节课，吉首市太平镇排吼学校举行地质灾害及
消防安全紧急疏散演练活动， 培养师生应对地质灾害和消防安全的
意识，提升应急疏散逃生能力。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刘习聪 谢乐
夫）3 月 8 日，正值国际妇女节之际，安化县平
口中学 35 名女教师到该县重要生态屏障福寿
山进行生物多样性考察，其结果将用于课程教
学。 这样的过节方式始于 2014年暑假，平口中
学规定，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该校女教师都
要进山考察，积累教学素材，同时在自然中寻
找育人规律。

平口中学位于雪峰山脉与资水交汇处，属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
课内外提升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成为该校的育
人目标之一。

“别小看这一两株植物，它以不同的形
式出现在课堂上时， 学生听得很认真。 ”生
物老师刘思接受采访时表示， 生物课上，老

师可以讲解植物的组成部分； 地理课上，老
师又可以认真分析它与当地气候之间的关
系，与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之间的
关系等。 学生以往只熟知植物名称，通过课
堂教学，就可以充分了解到植物的生长环境
及其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方面所起到的
作用。

“山清水秀就是最好的画作。 ”该校美术
老师易思瑶以“美好家乡”“污染”为题引导
学生通过实地观察， 了解家乡环境变化，并
通过画笔来展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
思考。 环保主题绘画展、生态保护类民歌、小
调，原生态舞蹈展示……平口中学开设的绘
画、音乐、舞蹈 3 个门类的青少年宫课程，让
生态文明的理念通过艺术的形式走进师生

心间。
该校还注重培养学生日常的环保习惯，

走在校园内以及教室内，可以看到整齐摆放
着 3 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化学物品、生活
垃圾、可回收物品要分类处理，我们班上还
有专门的环保委员对此进行管理。 ”八年级
学生小张边说边将手里的纸盒放进可回收
物品类垃圾桶。 班主任张星梅向记者介绍，
形成分类处理的习惯在农村学校并非易事，
该校将提升环保意识纳入到评价体系中，通
过在班级制作生态文明建设黑板报，倡导自
己动手栽培植物装扮教室，举办“我与地球
母亲”为题的作文比赛等活动，让学生从爱
护花草树木、保护鸟类等细节入手自觉爱护
环境保护生态。

平口中学取材山野间建设生态文化

西山学校 80余名学生获资助
本报讯（通讯员 阳琼）3月 8日，隆回县六都寨镇西山学校

的开学典礼上，80余名家庭贫困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由校友
和大邵公益提供的 3.5万元助学金。

据悉，西山学校地处偏僻的山区，近年来学校在校友的资
助下相继成立了“西山助学基金会”“山泉爱心助学基金会”，累
计获得各种捐赠近 200 万元。 不但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还
资助了一大批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九位老师送教上门”后续报道：

南江中学200余名师生植树忙

马安中学食堂
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杨大桥）“这水好

清亮啊！”“这水温真好，洗碗正合适。”
“食堂好干净啊！”开学几天来，不绝于
耳的议论声回荡在洞口县马安中学校
园的每个角落， 全是关于春季开学投
入使用的新食堂。

该校食堂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 落后的食堂设施严重污染校园空
气，也一直困扰着学校领导。 去年，校
领导东奔西跑筹措资金 20 多万元，利
用寒假对食堂进行了全面改造， 并改
革了原来的学生分饭式就餐， 由食堂
工人负责打饭菜。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九位老师义务送教上门经媒体报道
后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亲自作出批示 ，常德市教育局下发了 《常德市教
育局关于开展向万亚芬等 9 名同志学习的通知 》， 号召全市教育系统
组织开展学习活动 。 石门县教育局为 10 名 “送教上门 ”的教职工颁发
了荣誉证书 ，并向该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 《关于向皂市镇中心学
校“送教上门”教师群体学习的倡议》。

本报记者赴石门深入采访二天，于 3 月 7 日推出整版报道《九位教师
送教上门 撑起病休学子的一片天》，细述送教背后的温情故事。 此报道引
起社会热议，本期摘发部分读者撰文。

本报记者 彭静 /整理

10 名教职工组成的“送教小分队”。
石门县教育局倡议向“送教上门”教师群体学习。

学校心理老师万亚芬与杨帆游戏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