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北女校
助力 6000多名贫困生

本报讯（通讯员 李汝校）近日，岳阳市湘
北女子职业学校办公室收到了海南航空控股
公司三亚分公司空姐刘璐的电子感谢信。 刘璐
来自湖北通城农村贫困家庭，毕业于该校航空
班。 她在来信中感恩湘北女校扶贫助学，让她
实现了翱翔蓝天的梦想。

近几年来，该校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助力
600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实现教育脱贫。 该
校为落实好教育扶贫助学政策， 多措并举，特
困特助，不让一个女孩因贫困辍学。

在用好国家资助政策同时，学校还采取
减免学杂费、评选奖励“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等措施， 帮助贫困女孩自立自强，安
心接受职业教育，奠基未来人生。近三年，该
校累计为 15000 多人次发放国家免学费补
助和特困补助资金 1700 多万元， 学校奖励
助学 20 多万元， 帮助 110 多名特困学生完
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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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传人”进校园授课

7 月 2 日傍晚，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校园广播站开始了日常播音， 主持人白应楠
用流利的普通话讲起毕业季里的青春故事。
一年多前，白应楠和 13 名同学在丹勋教育基
金会的支持下，从陕西、甘肃革命老区来到位
于长沙的同升湖实验学校，从北到南，他们穿
越小半个中国，在美丽的同升湖畔，遇见了一
群最可爱的人，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丹勋英才班”情系老区教育
同升湖实验学校校长孙培文介绍， 丹勋

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旨在传承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 习仲勋的革
命精神，促进革命老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2017
年 4 月，丹勋教育基金与学校合作，携手创建
“百年英才教育基地”，首批 13 名“丹勋学子”
将在这里完成高中学业。

“丹勋英才班”的同学到来之前，学校做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教学管理部门调配高中
部最优秀的教师团队， 担任丹勋班的教学工
作；学校后勤部考虑到南北饮食差异，在食堂
开辟专门的窗口， 把菜谱调整成他们习惯的
口味；任课老师主动承担起“成长导师”的职
责， 为丹勋班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
和学业规划……

老区学生的勤俭朴素、认真刻苦、好学上
进为学校带来一股新风， 而同升湖学子的自

信、阳光也深深感染了“丹勋学子”的学习和
生活。 1701 班“丹勋学子”陈丹丹告诉记者：

“初来同升湖学校， 得知学校先后有 40 名学
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180 多
名学生走进剑桥、牛津、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
一流名校，感到特别振奋，希望自己能在这里
开拓视野，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 ”

独一无二的成长计划
“我想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招最优秀

的老师，培养与众不同的学生。 ”校长孙培文
说：“让学生受益的不只是眼前的考试分数，
而是让他们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良好的心
态和优秀的行为习惯。 ”

为了帮助“丹勋学子” 成长为最好的自
己，这所办学 18 年的“中国民办教育百强学
校”调动优秀的师资力量，动用先进的教学资
源，建立了一整套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

针对陕西、 甘肃两省教材和教学进度的
不同，学校老师提前进行学情摸底，制定补课
计划，1601 班班主任廖彬告诉记者， 一年多
来，多名老师为“丹勋学子”免费补课近百节，
帮助他们调整心态、跟上进度。

与此同时， 学校 200 多门校本课程同时
对“丹勋学子”开放，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
特长选择特色课程。 缪天海选择了“领导力课
程宣讲会”。“我觉得领导力课程能够全面提

升人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我的人
际交往能力、表达能力、个人时间管
理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面对
记者，缪天海侃侃而谈。

孙培文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闪光点， 同升湖学校多年前就成立了学
生能力发展中心， 统筹管理和指导各类课程
与活动的实施。 学校还为学生搭建、创造了实
践平台与机会，如艺术节、体育节、足球节、科
技节，动漫社、街舞社、电竞社、书法社……这
些活动都由专业团队和老师进行组织、指导，
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

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采访时，7 月的同升湖校园里阳光明媚，

学校的田径场旁边一栋大楼即将竣工投入使
用，这是正在筹建的学生生涯大楼。“这栋楼
承载着学生们未来的梦想， 在这里他们可以
了解和体验不同的职业，清晰人生的方向，从
而跟学科结合起来， 更好地培养和挖掘自己
的兴趣点。 ”孙培文说。

正是在对未来的憧憬里，“丹勋学子”一
天天发现自我，锻炼自我，成就自我。 1701 班
班主任岳朝宇记得， 白应楠刚来同升湖学校
时，看人的眼神里都是胆怯，“白应楠家里有 7
个兄弟姐妹，一家人靠种地放羊为生，过去封
闭的生活、 巨大的压力让她在新的环境里显

得格格不入，局促不安。 ”
在大家的鼓励下， 白应楠加入了校园广

播站、 电视台， 老师和同学们帮助她反复练
习、纠正语音语调，让她“喜欢上了播音主持
这件有趣的事”。 白应楠的进步神速，不久之
后，她主动参加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从校园
广播的栏目主持到校园电视台的新闻配音，
从体育节的方阵主持到校园艺术节文艺汇演
的节目主持。 现在的白应楠脸上没有不安，只
有自信从容的微笑。

这样的变化还发生在其他“丹勋学子”的
身上：王梦瑶、王蓉等同学的学习成绩飞速进
步，缪天海在月考中拿到年级语文最高分，朱
泽希的作文被老师推荐到校报发表。

2018 年高考成绩揭晓，“丹勋学子” 们从
学长学姐的口中得到好消息，今年高考，学校
诞生了专业超过中央美术学院、 文化分达到
618 分的艺考“学霸”，理科转文科考出 660 分
的逆袭达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额奖学
金获得者……学长学姐的优异成绩让“丹勋
学子”在逐梦的路上信心满满。

为梦想奋力奔跑
———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首届“丹勋学子”蝶变记

通讯员 刘顺子 赵杰 本报记者 余娅

近日，江永县女书博物馆的传承文化志愿者胡彩玉来到该县上江
圩镇中心小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女书文化课。 课堂上，胡老师
教孩子们用方言讲女书、写女书，学唱女书歌谣《厅屋之中挂绣球》。 该
校为继承和保护女书文化，培养一批能说、能写、能唱的女书继承人，
每周二开办女书兴趣班，邀请江永女书园里的“女书传人”来校授课，
把女书传到校园，并定期组织学员们到女书园学习。 目前已培养女书
学员近 500 名。 通讯员 余永新 张婷 摄影报道

舜德学校
让学生把历史唱出来
本报讯（通讯员 胡南南）6 月 28 日，东安县教育

局教研员李中满深入到舜德学校， 采用流行歌曲填
词，把历史唱出来的形式，上了一堂精彩的《中国传统
节日的起源》历史课。

李中满对历史课堂进行大胆创新，让学生将历史
知识通过唱的形式识记，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土专
家”，这种教学方法与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
咏流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课堂上，李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四个小组，学生
在分组展示中，汇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传统
节日的起源、本地习俗及民俗传承与演变。然后，老师
与学生一起根据《轻轻的告诉你》这首曲，填写《中国
传统节日速记歌》， 把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及相关知
识都融入其中。 师生根据旋律边试唱边修改，整堂课
都贯穿着音乐的旋律。

此外，学生还要将自己学过的古诗文，采用流行
音乐的唱法唱出来，如春节组演唱王安石的《元日》，
清明组演唱杜牧的《清明》，端午组演唱陆游的《乙卯
重五诗》，中秋组演唱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唱完后再
将这些古诗文里写了哪些传统节日习俗说出来。

听课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称赞：“没想到历史课
还可以这样上，既像综合实践课，也像口语交际课，让
学生将历史知识唱出来，更像一堂精彩的音乐课。 ”

本报讯（通讯员 姜茜昱）6 月 24 日，长沙
市雅礼中学党委组织全校 173 名在职党员教
师，赴怀化芷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了主题
教育活动。

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党员们
不时驻足在一幅幅历史图片前，思绪仿佛回到
了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深刻感受着中
华民族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与取得的最终胜
利。

学校党委书记雷建军结合现场史料给党
员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盎然的党课，他向党员们
讲解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史。 雷建军希
望党员们以史为鉴，牢记民族苦难史，立足岗
位，创造民族更好的未来。 通过参观学习，党员
们对中华民族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苦
难与辉煌有了更深的感触， 大家纷纷表示，作
为党员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更应当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为国家的进步积极贡献力量。

民间手工竹编
走进凤凰县幼儿园

本报讯（通讯员 张翠华）为了让孩子了解竹文
化，感受竹文化魅力，凤凰县幼儿园开展了大班民间
手工艺术教研活动———竹编。

教研活动现场，刘丽霞老师现场教小朋友们制作
竹编捕鱼篮。 一挑一压，竹片在老师的指尖交相互压
却整齐有致，不一会工夫，一个捕鱼篮就魔术般出现
在老师手中。从未接触过竹编的小朋友们都感到十分
新奇，纷纷上前动手尝试，一双双稚嫩的小手略显笨
拙，但都很认真。

“为了准备这堂教研活动，我们准备了一个月，从
策划到准备，老师们常常加班加点地准备材料，讨论
该如何制作竹篓才能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但看孩子
们玩得很开心，整堂课的教学目标达成，大家觉得一
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园长彭红梅说。

本报讯（通讯员 陈善林）6 月 26
日，创建湖南湘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筹)引进“两高”人才面试在永州市
李达中学举行，面试设 3 个候试室、3
个备课室、3 个面试室以及相关才艺
展示场地，共计 53名考生参加。

湖南湘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筹) 是一所正在创建的公办全日制
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址位于永州市零
陵区，办学规模设置为 7000 人，将开
设初等教育、学前教育、语文教育、小
学科学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体
育教育等 7个专业。

2015 年 12 月永州市委常委会
决定道县师范、 祁阳师范合并搬迁，
创建湖南湘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经
省教育厅审核省政府同意，已列入湖
南省高等学校设置“十三五”规划，并

报教育部备案。新校区将于今年下学
期交付使用， 并按程序申报评估挂
牌，创建成功后将立足永州面向全省
及周边省、市招生办学。

据了解， 本次面试程序严格规
范，测试方式创新。 一是严密部署确
保面试顺利。制定了详细周密的面试
考核方案，成立了多个工作组，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整个面试工作
公开、公平、公正。二是创新方式确保
精准选人。 命题围绕引进岗位要求，
对应试者的说课水平、 专业知识、分
析能力、应变能力等方面进行了综合
评判。音乐、舞蹈、体育、体操、书法专
业的考生还增加了专业展示环节，对
考生的理论教学、演示教学与实际操
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确保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

湖南湘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筹)
“两高”人才完成面试

雅礼中学党员教师赴芷江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丹勋英才班”部分学子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