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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弯曲呈现拿球姿势， 右手挥拍展
示发球动作， 身体随着音乐律动。 临近期
末， 双牌县第三小学 （以下简称 “双牌三
小”）举行了乒乓球操学期评比，不少家长
的手机里留下了孩子们精彩的挥拍瞬间。
记者观察到， 这些乒乓球操中涉及到了反
手推挡、正手攻、正手拉、反手拉等 10 多个
基本动作。

从 2016 年开始，该校校长秦明生将乒
乓球作为培养学生特长的一个方式， 探索
特色兴校之路。 三至六年级每周开设一节
乒乓球课， 并聘请专业教练分项目分阶段
进行指导。 学校自编了乒乓球校本教材，大
课间全面普及乒乓球操，班、校两级乒乓球
队也成立起来。 如今，约上三五好友对打已

经成为学生们课后活动的首选。
该校每个月的乒乓球主题活动更是吸

粉无数。 在今年 4 月份举行的班级趣味乒
乓游艺活动中，孩子们在你吹我呼、垫球接
力、筷子运球等项目中玩得不亦乐乎。

秦明生表示， 打乒乓球讲究力量、旋
转、速度，讲究技巧、方法，讲究斗智斗勇灵
活多变，长期坚持乒乓球运动后，孩子的变
化家长们有目共睹。

该校有一个班级，进校的时候近视、弱
视的孩子占 17%，练了一个多月乒乓球后，
数额下降到 10%以下。“孩子现在吃饭香
了， 个子长高了十几厘米， 身体也更结实
了，上学期还考了年级第一名！ ”五年级 6
班周子舆的家长高兴地说，孩子刚入学时，

个子瘦小，不爱吃饭。 三年级上学期，他报
名入选班级乒乓队， 每天练习 1 个小时以
上，后来顺利晋级为校队队员。 他每天总比
别人早来 10 分钟，晚走半小时，用来自行
练习发球或挑战师哥师姐。“他脑袋灵活，
比赛时善于变化，而且有吃苦精神。 ”教练
看中了他的坚持和吃苦， 经常给他“开小
灶”。 在今年 5 月份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中，
他获得了男子单打第一名。

“在乒乓球项目上，学生的活跃度始终
保持在 80%以上。 ”秦明生告诉记者，乒乓
球知识也融入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学生
可以通过橱窗、黑板报、校园广播、主题班
会等平台全面学习乒乓球知识， 乒乓球已
经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生活。

双牌三小乒乓球特色兴校

学子乐享圆球与方桌的激情碰撞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朱晖 盘海军

本报讯（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彭望朗）6 月 5 日
是世界环境日，浏阳市第三中学举行了“书润狮山·
薪火相传———2018 届高三赠书”活动，近千名高三
学子将自己的 4000 多册教辅、模拟试卷、错题收集
本等资料，无偿赠送给高一、高二年级的学弟学妹。

高一学生李佳璐挑选了《高考必刷题》《高考满
分作文》，她高兴地说：“这些书里有学长学姐们的笔
记和寄语，太珍贵了！ ”在高三学生李琪看来，“我们
读过的书，做过的试卷，用过的笔记本扔掉很可惜，
如果循环利用，把它赠送给学弟学妹，给他们的学习
提供些借鉴或参考，更有意义”。

“从 2016 年开始，学校每年 6 月 5 日举行赠书
活动，许多曾经接受过学长学姐赠书的学生，今年成
了‘赠书人’。 ”浏阳市第三中学校长张小宝介绍说，
“以前，高三毕业前，学生们喜欢把书籍随地乱扔，有
的甚至把它们撕得粉碎，来发泄释放压力，这都是不
环保、不文明的行为。 现在，他们将书籍留给学弟学
妹，既环保，又传承了校园文明。 ”

据了解，近年来该校大力开展环保活动，定期组
织学生进行环保实践，让环保观念渗透到校园生活，
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通过努力，近两年，学校先
后被授予“国际生态学校”“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示范
学校”“湖南省生态文明示范校”。

“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近日，
龙山县第五小学校园内，伴随着《捉泥鳅》这首歌，全校师生参与到了捉
泥鳅活动中。 操场上的塑料充气水池内，一条条滑溜的泥鳅在水池里游
来游去。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跳进水池里捉泥鳅，嬉笑声、踢水声、欢呼声
不绝于耳，整个校园充满了欢乐。 通讯员 康水英 摄影报道

珠梅中学
“珠梅抬故事”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平）6 月 8 日，以“多彩

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抬阁“珠梅抬故事”校
园成果展在涟源市龙塘镇珠梅中学举行。

“珠梅抬故事”是在“耕作文化”和“梅山文
化”的浸染下形成的奇特民俗文化，传承至今已
有四百多年， 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珠梅抬故事”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人物，以
特定的着装、 脸谱和造型来表达人物的身份、性
格特征和故事情节。罗成夺魁，东吴招亲，红色娘
子军，马故事，蚌故事，夜故事等精彩故事“抬”出
了湘中特有的文化民俗文化。 这次非遗进校园，
展演中既有传统经典民间故事，又有与时俱进具
有现代特色的小故事。

争做环保“行动派”

浏阳三中高三赠书不撕书

邵阳学院 5项课题获
国家社科基金公示立项

本报讯（通讯员 刘运喜） 近日，2018 年度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评审立项结果公示。 邵
阳学院有 5 项课题入选， 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覆
盖了中国文学、语言学、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经
济等 5 个学科门类。 其中，文学院院长龙钢华教
授申报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创作年谱》公
示为重点项目，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重点项
目零的突破。

该校科技处处长贺翀教授表示， 此次公示立
项的项目总数位列湖南省所有单位第 11位，在二
本院校中与湖南文理学院并列第一。今后，学校将
不断总结申报工作经验、 进一步改进组织申报方
式，实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熊雪楠 何景
耀 周永文）近日，道县第五小学开
展了书法文化进校园活动。 活动邀
请了道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及协会会
员为该校 30 余名师生进行书法讲
座及书法指导。

书法家们当场挥毫泼墨，一幅幅

作品笔墨橫姿，气势磅礴，深深地感
染了在场的所有师生。此次书法文化
进校园活动，搭建起了学生、教师、书
法家共同参与书法学习的平台，有利
于激发师生的书法兴趣，促进书写水
平及鉴赏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为
传承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杨秋萍 颜国勋）近日，吉首
市谷韵民族小学为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保障孩
子的生命安全，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开展了“珍
爱生命，预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主题活动。

一是挂一张《珍爱生命，远离溺水———一名
老水警的忠告》挂图；二是唱一首“学生游泳安全
歌”；三是发一封教育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
一封公开信》；四是看一次《湖南省中小学生防溺
水警示教育专题片》； 五是上一节防溺水安全教
育课；六是写一篇《中小学生防溺水警示教育专
题片》观后感。 全方位的安全教育活动让孩子将
防溺水安全的内容熟记于心，并能自觉遵守。 堵
不如疏，学校还在体育课中开展游泳教学，培养
孩子的生存技能和自救能力。

谷韵民族小学
“六个一”防学生溺水

芷江二幼
教师粉笔字比赛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陈萍）为增强青年教师写好
粉笔字的意识，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二幼儿园 6 月
7 日举行了教师粉笔字比赛，41 名教师参加了比
赛，展现了一场精彩的粉笔字盛宴。

参赛教师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书写幼儿园的
十六字师旨———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知识渊博，
各有特色。 一笔一划透出认真，奋笔疾书尽显潇
洒。 青年教师通过训练、比赛，在比较中了解到自
已的实际水平，了解了与同事的差距，促进了教
学能力的提高。

道县五小搭建书法学习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 李羽
佳）日前，宁远县印山小学党支部组
织在职党员教师开展了“党员结对
帮扶贫困学生”活动。

党员帮扶活动是印山小学党支
部每年常规的活动， 一是帮助困难
学生思想上解惑：经常与他们交流，
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 化解他们心
中的困惑，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动力，
使困难庭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

心理。 二是生活上资助：为贫困家庭
学生提供学习用品， 使他们安心地
投入学习。 另外，对家庭教育存在问
题的学生， 重点与家庭和学生做好
思想疏导工作， 引导家长投入更多
精力和时间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学
习。 接受帮助的困难学生也纷纷表
示自己要加倍努力学习， 同时要学
会做人，懂得感恩，把爱心继续传递
下去，不辜负学校和老师们的期望。

印山小学师生结对促成长

宁远实验中学
垃圾有了各自的家

本报讯（通讯员 姜力强）以前，喝过的饮料瓶、
用完的书本，很多学生便随手扔掉，所有垃圾也是一
股脑倒在垃圾坑。 而现在，在宁远县实验中学，这样
的做法越来越少见了。

走进校园，新设立的废品回收站格外惹人注目。
每个回收站均设有各种分类垃圾桶， 让垃圾都有了
各自的家。这不但提高了校园环境质量，而且成为学
生发展微公益的渠道。据悉，该校一贯重视绿色环保
教育，成立了学校垃圾分类领导小组，负责监督学校
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组织各班召开了“垃圾分类，
共享绿色”的主题班会，多管齐下，促进树立全校师
生环保节能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班主任，带出一个优
秀的班集体，就必须将满腔热情和爱心全部奉
献给学生。”扎根山区 20余年的衡南县鸡笼镇
赐山中学教师蒋菊花，自从教以来，一直担任
班主任工作，既像学生的“慈母”又似“知心朋
友”。 在当地，只要一提到她，村民们无不竖起
大拇指点赞：“蒋老师好样的，对学生就像对待
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关怀备至，又管教有方。有
她教孩子，我们很放心！ ”

心系学生 爱意浓浓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蒋菊花不仅勤于钻

研，还与学生一起大扫除、唱歌、做游戏，只要
有学生的地方，就有她的身影。对她来说，只要
与学生在一起，她的心情就格外明朗；对学生
来说，只要有蒋老师在身边，就会有用不完的
智慧，使不完的劲。

蒋菊花所带班级曾有个学生， 由于父母不
在身边， 家里早餐常误点， 她经常饿着肚子上
学。蒋菊花知情后，每天不是接她到自己家里吃
早餐，就是事先到小吃部买来备好。还有一个学
生，因家庭贫困而准备辍学，蒋菊花先后五次上
门劝学，并为其垫付全部学费。自小体弱多病的
尹同学，上课时常常不自觉尿湿裤子，蒋菊花总
是不厌其烦地替她洗身换裤子。一次，尹同学在
上课时，又因控制不住把大便拉在了凳子上。蒋
菊花得知消息后，赶紧赶到教室，尹同学的凳子
和裤子上都已沾满了大便。 尽管当时蒋菊花因
身体不适而干呕不止、眼泪直流，但她却没有离

开学生半步，直到帮学生洗好身子换好裤子，她
才去洗把脸，又走进教室。

为人师表 学生楷模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管教管

导。 ”这是蒋菊花一直写在日记本扉页的座右
铭，也是她多年来的行动写照。

一天下午放学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学
校要求老师护送每个未被接走的学生返家。当
她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到家时，自己早已被大雨
淋了个通透。 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便稍作休
息，醒来时已是晚上 7 点多了。 蒋菊花想爬起
来批改作业，但因头昏脑涨实在起不来。这时，

她心急如焚：“今天的作业还没批改，明天第一
节又有课，千万不能因此耽误了啊。 ”于是，她
立即叫丈夫带上学生的作业本送她去医院，输
完第一瓶药后，病情稍减轻时，她就开始一边
继续输液，一边批改作业。药液输完后，作业也
阅完了，蒋菊花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教学有方 诲人不倦
20余年的不懈耕耘，使蒋菊花的教育成绩

突出，以近三年为例：她所带的班级不仅连续三
年在全镇同年级中名列榜首，其个人的综合成
绩亦连续三年在全镇位列第一，并多次被鸡笼
镇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先后荣获了“衡
南县优秀教师”、衡南县“骨干教师”等称号。

很多人问她：“你教学成功的奇策妙方是什
么？ "她莞尔一笑说：“我没有什么奇策妙方，只
不过比别人多花了点时间而已。 ”

通讯员 莫凌真

———记衡南县鸡笼镇赐山中学教师蒋菊花
扎 根 山 区 辛 勤 育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