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邵一中
举行诗文背诵赛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青桂 刘纪新）舒缓整
齐的队列、慷慨豪迈或深情款款的诵读，不时
“嗨”翻全场，近日，新邵一中高二年级全体师
生进行了经典诗词背诵赛。

据悉， 本次背诵赛内容为全国高考语文
卷考试说明中必背的 75 篇经典诗文，比赛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抽背，每班随意抽查
10人，占总分 30%的比重；第二阶段为集中背
诵，在比赛前 5 分钟告知内容，占比赛成绩的
70%。学校师生表示，在比赛的过程中备考，一
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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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普通教师，她坚守心中的梦想：
愿生命中的每一天，将激情化作阳光，照亮孩
子们的成长路。

刚刚走上讲台时， 陈凤娥从教 30 多年的
父亲曾对她说：“教师是清贫的，但同时也是幸
福的；希望你在平凡的岗位上，燃烧自己，照亮
别人；终有一天，你将发现，平凡的人生也可以
是绚丽的！ ”这一番话，她深深铭记在心。

这， 就是衡东县甘溪中学教师陈凤娥的
教育梦。 为了这个梦， 平凡的她二十年如一
日，初心不改无怨无悔。

舍小家为大家
东冲学校是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 只有

六个班，78 名学生，条件极为简陋，师资严重
不足，到 2016年，学校只剩下两名教师。 听到
这个消息，原本在甘溪中学任教的陈凤娥，不
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主动报名到东冲学校支
教。 在东冲学校，她挑起大梁，既是班主任，又
是所有科目的任课教师。

山村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单纯的， 单纯得
近乎枯燥。 面对一双双澄澈的充满渴望的眼
睛，陈凤娥用无私的爱，点亮了孩子们的求学
之梦；柔弱女子的肩膀，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

陈凤娥的班上， 有一名叫稂美琼的女孩
子，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年岁已高，家庭经济

困难， 稂美
琼不仅要照
顾 爷 爷 奶
奶， 还要照
顾比自己小
一 岁 的 弟
弟。 进入冬
天， 她仍然
穿着单薄的
衣 服 来 上
学。 看到这

样的情况， 陈凤娥和同事商量着把自家孩子
闲置的衣服、鞋子等洗干净，带到学校来，让
那些需要的学生过上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学校康敏同学的父母在家务农， 家庭经
济比较困难，今年，康敏参加了衡东县中小学
生“红旗飘飘·引我成长”主题朗诵比赛，为了
不耽误康敏上课， 陈凤娥每天抽空单独为她
进行辅导；康敏准备去县城参加比赛的时候，
陈凤娥还自费为康敏买了一套新衣服。 看到

赛场上康敏自信的笑容，陈凤娥十分欣慰。
做幸福的妈妈

陈凤娥说：“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我的
孩子！ ”学生们说：“陈老师就是我们的妈妈！ ”

学生单冬的家境贫寒，父母身体残疾。 单
冬天资聪颖，但因为缺少父母和家人的关爱，
他沉默寡言，性格偏执，经常迟到、早退、旷
课，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与同学发生口角，甚
至大打出手。 陈凤娥没有训斥、挖苦他，而是
像母亲一样，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单冬爱好
打篮球，陈凤娥与学校体育老师商量，对他进
行指导训练， 最后还让他成为了学校篮球队
的队员； 单冬擅长下象棋， 陈凤娥向学校推
荐，让他担任学校课外兴趣小组象棋组组长；
单冬性格内向，陈凤娥主动找他谈话，让他担
任班干部……时间一长， 单冬变得开朗活泼
起来了，自律性提高了，学习成绩也好转了。
高中毕业，单冬考上南京邮电大学，他在电话
的另一头哽咽着对陈凤娥说：“谢谢您， 我的
妈妈！ ”

付出就有收获
陈凤娥从教 20 年， 经历了四所乡村学

校，长年任教两个班级的语文课程，并担任班
主任。 高湖中学老教师单林章曾说：“付出了
就有收获， 这在陈凤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 ”朴实的话语中，包含了同事的肯定与鼓
励，更肩负着学校对她的期望……

2002 年， 陈凤娥接手高湖中学 91 班，她
为班上每位学生建立了成长档案，每人一页，
包含他们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员、性格、兴趣
特长、健康状况、每一次的考试成绩、优缺点、
曾经获得的荣誉与奖励、 容易犯的错误……
从学生进校到毕业，她不断地更新、完善他们
的成长档案。 二十年来，陈凤娥积累了近十本
成长档案，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的字，记
录下了孩子们一个个精彩的成长故事。

2005年， 高湖中学三个毕业班的语文都
由陈凤娥任教，当年中考，该校语文科目成绩
位居衡东县前列，共有 46 名学生被省市重点
高中录取，这样的成绩，在乡镇中学几乎是奇
迹。 公布成绩的那一刻，陈凤娥哭了：“付出就
有收获”，只有她心里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
不易。

一年又一年，窄窄的三尺讲台，成了陈凤
娥坚守的舞台，她将激情化作阳光，照亮了孩
子们前行的路。

初心不忘育桃李 百花成蜜会有时
———衡东县甘溪中学教师陈凤娥素描

通讯员 刘康平

本报讯（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李新春 彭
喜军）5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是祁阳县长虹
街道明德小学社团活动时间。美术室里，学生
们正用画笔描摹多彩的世界、 用巧手创作手
工作品；舞蹈室里，学生们随着音乐跳动，张
扬出无限活力；童学馆里，学生们穿汉服、拜
孔子、习礼仪，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明德小学社团活动始于 2014 年。 目前，
该校设立了童学馆、美术手工、金话筒主持、
舞蹈、围棋、音乐等 16 个校级学生社团和国
学书法、生命安全、阅读等 31个班级社团。社
团活动的指导老师由学校老师和外聘教师担

任。
社团活动对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德

小学副校长陈艳告诉记者： 五年级学生唐伟
文在花样跳绳、鼓号乐团、足球中都有不错的
表现，是学校社团的“明星人物”；四年级学生
邓芯贝、 六年级学生余雨晴在校级社团中表
现不俗， 每年的校园文化活动上都有她们的
身影； 学生何昌学初入手工社团时没有一点
基础， 现在看着视频就能完成精彩的手工制
作……看着孩子在社团中成长， 学生家长正
逐渐改变“社团活动耽误孩子学习”的想法，
自发地筹集资金为学校添置教学器材、 支持

学生社团活动。
丰富的社团活动快乐了学生， 也让学校

老师有了获得感。 明德小学校长肖欢介绍，
2017 年 10 月，该校成立了“森林图书吧”，在
书吧里，品着暖暖的咖啡，听着舒缓的音乐，
拿一本自己喜爱的书细细品读， 成了明德小
学教师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首选。

让他们感受到职业幸福的不仅于此，这
个 5 月，该校将举办一场以“运动”为主题的
师生才艺表演活动，这几天，社团的师生正忙
着练习才艺， 届时， 全校 108 位一线教师和
2800名学生将同台竞技，一展风采。

明德小学师生玩转社团

研学路上 立德树人

湖南工业职院将
“劳模精神”请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宇）5 月 7 日，在湖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控实训车间， 全国劳动
模范、 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限公司数控加工
中心操作员文力， 正在为即将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的选手进行操作示范。

作为该校职业教育活动周首场活动的开
讲嘉宾， 文力和师生们分享了他从普通员工
到省级技术能手、 从数控工人到全国劳模的
成长经历。 这个“一年完成 3 年的工作量，经
手的产品合格率达 100%， 破解技术难题 100
多项”“已培养出 30 多名优秀技术骨干”的一
线普通工人，用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精益求
精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青春在机床台上
绽放光彩。

“下一步，我们将聘请文力老师在学校建
立‘文力劳模创新工作室’”。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建湘介绍，要在邀请劳模、
工匠进校园的基础上， 持续深入推进校企协
同育人机制， 努力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融
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东安三小“快乐武术”人气高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中满 文小波 唐明珠）5 月 10 日，

东安三小教育集团武术进校园主题研讨活动举行， 来自
东安县教育局及兄弟学校的管理者齐聚一堂， 为武术进
校园出谋划策。

活动中，东安三小教师吴灵芝的“快乐武术”体育课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吴灵芝在课前通过互动激趣，课中通
过老师示范、小组合作等，把游戏融入教学中，让学生在
学中玩、玩中学。

据了解，东安武术曾名扬天下，随着时代的变迁，年
轻一代离传统武术越来越远。 东安县教育局在 2010年重
新提出了“武术进校园”的口号。 特别是近几年来，东安县
教育局把武术比赛纳入全县体育竞技项目， 促进了武术
进校园活动的深入开展。

洞口农村学校
也有阳光大课间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付湘伟）5 月 10 日，洞
口县岩山中心小学举行阳光大课间比赛，全
校 18个班参加了包括三字经诵读、动感韵律
操、广播体操、武术操表演等四项比赛，吸引
了上百名家长围观。

多年来， 做广播体操是洞口县岩山中心
小学课间活动一成不变的内容。今年新学期，
学校克服学生多、 校园面积小等困难， 全校
18 个班 990 余名师生全情投入，经过半个学
期的共同努力， 大课间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起
来。

本报讯（通讯员 许小艳）一段时
间以来，南县玉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
艺术实践工作坊是学生最爱去的地
方，5 月 14 日，工作坊里十多名小学
生正忙着在一块块白布上扎染，图案
不同、颜色各异的扎染展现出学生的
想象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是
艺术实践工作坊中最受学生欢迎的
内容。 除了扎染，学生们还在艺术实
践工作坊里，用废弃的材料做成了可

动的人偶， 创作了千奇百怪的泥塑、
栩栩如生的剪纸、独具匠心的编织品
……木棍、贝壳、藤草、石头、卫生纸、
饮料瓶等生活中的废旧物品，经过学
生的手变废为宝。

“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 民间艺术进校园是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玉潭实验学校
小学部校长潘学峰说，“艺术实践工作
坊将推动民间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
新，让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

濂溪书院开讲“濂溪文化”
本报讯（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周平尚）“巧者言，拙者

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5
月 12 日，道县濂溪书院 80 余名中小学生身着汉服，诵读
周敦颐创作的名篇《拙赋》。

这是濂溪书院今年国学经典讲读的首场活动。 活动
中，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为中小学生讲述了

“濂溪保”“含晖洞”“圣脉泉” 三个有关周敦颐的小故事，
他告诉学生，周敦颐作为出生在湖南道州、第一个对中国
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被誉为“道学宗主”

“理学开山”， 周敦颐上承孔孟学统和儒家传统的《易》
《庸》之学，下启宋明儒学，不仅是“千年湘学”的开山鼻
祖，更是宋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

据悉，濂溪书院计划每月开展两天（四期）“讲习”与
“诵读”。“讲习”以周敦颐生平、思想，濂溪故里的风物为
主；“诵读”包括周敦颐著作、诗文以及历代文人祭祀、歌
咏濂溪的记文，以此强化中小学生对道县人文历史、濂溪
文化的认同。

玉潭学子艺术工作坊里忙创作

陈凤娥

5 月 7 日至 8 日，衡阳市南岳区实验中学七年级 400 余名师生、家
长代表走进韶山、橘子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长沙千龙湖研学基
地，开展了“感悟领袖胸怀，放飞大学梦想”主题研学旅行活动。 “游中
有学，学中有思。 ”正如学生所说，此趟研学之旅让我们开拓了视野，提
升了知识，真正做到了学有所获。 图为学生在岳麓山爱晚亭合影。

通讯员 肖小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