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肖建球）日
前，郴州市第五中学党委及各支部
委员组织党员志愿者在郴州西河
源头开展“保护环境、美化家园”志

愿者活动。 活动中， 小到烟头、纸
屑、果皮，大到纸盒、食品袋，甚至
西河两岸草丛中和树杈上的垃圾，
志愿者们都不放过。

欢乐的海洋

“加油！加油！”4 月 9 日课外活动时间，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寨小
学的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该校积极践行“活动育人”理念，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结合学校场地及设施的具体情况，分月分周分年
级组开展“纸上‘弹’兵”“夹豆子”“运篮球接力”“春播秋收”“集体
跳长绳”“迎面接力”“踩石过河”“两人三足”等比赛活动。 学生在玩
乐中感受到了学习之余的快乐。 通讯员 杨世万

石门中学师生向雷海为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 徐善海）4 月 8 日至 4 月 9 日，隆回县

石门中学全体师生热议洞口县快递哥雷海为荣获《中国诗
词大会》第三季总决赛冠军，并掀起向雷海为学习热潮，并
开展主题征稿活动，师生积极参与。

该校宣传栏推出湖南 80 后“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冠专
栏，吸引师生驻足观看，他们表示，将学习雷海为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的精神，乐学唐诗宋词元曲，传承博大精深的优秀
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注入活力。

新邵一中师生同台 PK高考题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纪新 刘青桂）4月 7早上 9 点，新邵

县第一中学 41 名教师与学生同编考室考号，与学生一同参
考邵阳市高三年级语文模拟考试。 考场上大部分为 1980年
以后出生的教学人员，且有部分高三年级任课教师。

此次师生同台 PK 高考题为期二天，包括，语文、数学、
外语以及综合科目。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该校教科室根据
学校安排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参与考试的师生考室、考
号完全由电脑派位，并设专人管理试卷，考完之后试卷统一
密封装订交邵阳市教育局批阅， 确保考试公平、 公正与公
开。

新开铺小学上趣味“禁毒”课
本报讯（通讯员 钟念伍）近日，新开铺小学组织开展了

禁毒专项法治教育活动， 校长骆芳以现场讲解和知识抢答
的形式进行为师生们上了一堂趣味的“禁毒课”，引导学生
加深对毒品的种类及危害的认知， 高筑起远离毒品的防火
墙！

金陵中小学贫困生获捐助
本报讯（通讯员 王桐生 谢亚正 何新瑞）4 月 4 日，新

田县驻东莞市第三流动党支部联合新田县志愿者党支部在
金陵中心小学开展爱心助学，对金陵中、小学校 4 名特困生
结对资助现金 10000 元，为 20 名贫困学生捐助书包、水杯
等学习用具和物资。

本报讯（通讯员 阳琼）日前，
隆回县六都寨镇西山学校迎来邵
阳籍书画家吴人豪、吴恒子，父子
俩现场泼墨挥毫， 给山旮旯里的
师生送上一道精美的文化艺术盛
宴。

据悉，两位画家是应西山学校

校友胡威之邀前来爱心献艺。西山
学校虽地处偏僻，但学校的“感恩
教育”非常具有特色，学校校友常
念母校之情，常怀感恩之心。 近年
来学校在校友的资助下相继成立
了多个助学基金，累计获得各种捐
赠近 200万元。

西山学校迎来书画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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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墓前寄哀思
近日， 泸溪县浦市中心完小 400 多名

师生来到浦市烈士陵园， 开展清明节祭奠
先烈活动。学生们手捧鲜花，为先烈们献上
花圈，静默致哀并三鞠躬。该校张慧莲老师
带领学生们参观陵园， 为学生们讲述了罗
海凤的见义勇为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事
迹。

4 月 3 日，蓝山县毛俊镇学校 150 余名
中小学生来到该镇解放军烈士纪念碑前祭
扫。该校每年清明节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学生从小接受思想洗
礼。

4 月 3 日上午，隆回县桃洪镇东方红小
学组织 30 名五、 六年级学生前往魏源公园
抗日阵亡烈士墓进行清明节祭扫活动。在活
动中激发孩子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情
怀，让孩子们了解英雄，铭记历史，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庄重宣誓：伟大的英雄烈士们，你
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你们的精神万古长青！
向你们致敬！ 向你们学习！ ”4月 4日上午 8
点半，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第二小学五年级
学生们在长沙市烈士公园烈士塔下集合宣

誓，迸发心底的崇高敬意。
重温誓词祭英烈

4 月 3 日，邵阳县下花桥镇中学党支部
开展了“追忆先烈，不忘初心，乐于奉献”清
明祭扫党员主题活动。 当天下午，该校党支
部组织 18 名党员教师来到解放战争衡宝战
役五龙岭战斗烈士陵园，进行鲜花、默哀、墓
碑前讲话和庄重而隆重地重温入党誓言等
仪式，缅怀先烈，学习英烈不畏牺牲、乐于奉
献的精神。

4 月 3 日上午 9 点，益阳师范附属小学
党员代表 8人、教师代表 6人、学生代表 280
人，徙步来到益阳烈士纪念碑前参加市委市
政府组织的“铭记·2018 清明祭英烈”活动，
提升师生爱国热情。

继承遗志慰英灵
近日，娄底市第一小学举行“追思先烈

足迹争当向上好队员”主题教育活动。 该校
四（9）中队响亮而深情地吟诵《寒食》《清明》
《苏堤清明即事》，带领全校师生共同缅怀赤
胆忠心、精忠报国的英豪才俊；舍生取义、留
取丹心的民族精魂。

清明节前，道县组织全县 12 万名师生，
举行以“铭记历史，展望未来”为主题的公祭

陈树湘、谢凤良等革命烈士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 1934 年 11 月下旬，红军在长征过程
中， 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率领全师与敌人殊
死激战四天五夜，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为
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广
大师生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努力学
习，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
热忱。

近日， 临武县各中小学校纷纷把革命
传统教育与研学实践紧密结合， 开创了爱
国主义教育的新途径。 位于临武县南福村
的十八岿烈士园陵是县域内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四月初始，临武县六完小、临武县特
殊教育学校、 临武一中等学校先后来到十
八岿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 据悉，每年
清明或重大节日， 临武县各学校都会以十
八岿烈士园陵、贝溪起义旧址、袁痴烈士墓
等红色教育基地为依托， 在研学实践中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加深青少年对爱国
主义的理解。

（统稿：记者 彭静 供稿：通讯员 郑国
鸿、 毛泽建 蒋施龙 凌铭 蒋才伟 李红 符
金芳 梁利 黎建成 孙致喜 杨瑰 章娟 廖
文胜 黄航斌）

清明祭扫 追思先烈足迹
各地师生举行多种主题教育活动

长沙高新区两校
龙山结对扶贫

本报讯（通讯员 王振）4 月 8 日上午，长
沙高新区对口帮扶工作队、 长沙高新区教育
局相关领导携同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
和真人桥小学的师生代表一行， 来到龙山县
桂塘镇九年制学校，举行了“点亮微心愿，架
起连心桥”教育对口帮扶活动启动仪式。

长沙高新区两所学校的结对学生为桂塘
学校 32 名贫困学子圆梦微心愿，师大附中高
新实验中学的 6 名学生代表为他们送上了心
愿单上的物品，并相互交换了书信。 同时两所
学校还为桂塘学校赠送了大量书籍。 两所学
校的老师还为桂塘学校的老师们带来了一堂
精彩的讲座。

金刚完小开展
防性侵公益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龚礼）4 月 9 日下午，浏
阳市金刚完小邀请“浏阳万众学雷锋大队”来
校开展性侵防治公益讲座活动。 该校 1500多
名孩子分低、中、高年级分别进行讲座。

志愿者讲师们让孩子走上讲台表演情景
剧，教孩子如何识别对方行为的目的，并在被
他人触碰身体的情况下、 懂得采取措施保护
自己，例如向旁人求救、学会转移坏人的注意
力、记住歹徒的特征以及报警等。 同学们认真
听着老师的讲解，明白了如何保护自己，做自
己身体的主人。

衡阳八中精英训练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其生）日前，衡阳市第

八中学举行了青年学生精英人才（领袖）训练
营第四期结业、第五期开营仪式。

该校校长龚彩福介绍， 第四期精英训练
营结业学员共 33名，其中优秀学员 14名。 第
五期精英训练营共 88 名营员，通过推荐选拔
加自愿报名的方式产生， 校团委将按照计划
在一年内通过集中式讲座、分段式训练、活动
式实践，培养营员的综合素质和领袖素养，以
达到“综合能力 + 人格魂力”、“智商 + 情商”
的双重训练效果。

该校从 2013年开始实施青年学生精英人
才（领袖）培训计划，目前已帮助 300 余名学
生完成了综合素质拓展的培训工作。

雅思初中 4女生
为山区孩子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钟雪梅）4 月 7 日，湘西

雅思实验学校初中部北清一班的王柯涵、刘
珊珊、刘婧、易思琪四名女生为爱出发，在家
长陪同下走进凤凰县蒲公英拉忍希望小学，
当起孩子们的“小老师”和“知心姐姐”，为山
区孩子带去知识和温暖。

出发之前，她们用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
提前为孩子们购置了学习文具和体育用品，
并整理了不少自己的书籍。

舜德学校
开启爱路护路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何艳军 易艳春）近日，

以“爱护铁路，珍爱生命”为主题的永州市“知
路、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在东安
县舜德学校举行， 该校师生 2000 余人参与。
东安县铁路民警唐洪军用血的案例告知学生
必须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掌握不在铁路线上
走动、坐卧、玩耍、放牧、丢东西进轨道等爱路
护路常识。 永州市护路办还给该校学生赠送
了相关爱路护路书籍。

青山埋忠骨 ， 史册载功
勋 ，一个烈士 ，就是一座不朽
的丰碑 ；一个英雄 ，就是一面
飘扬的旗帜 。 又是一年清明
节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
精神成了各中小学校开展爱
国教育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