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伍丽姿 初鑫）
9 月 29 日上午，娄底市第六完全小
学举行“爱护眼睛， 守护心灵的窗
口”眼保健操比赛。

比赛中，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
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 随着眼保

健操乐曲， 认真而有节奏地按揉穴
位。 评委们则从各班学生做眼操时
的精神面貌、 动作等方面进行评比
打分。 本次比赛让师生们认识到了
爱眼护眼的重要性， 为创建和谐校
园增添了亮色。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克舫）近日，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金秋助
学助教捐赠， 给澧县城头山镇中学
捐赠了 6万元的图书及文体器材。

近两年，城头山镇中学突出“跑

操运动锻炼人，先祖文化熏陶人”的
办学特色，教育教学成绩卓著，得到
广泛认同，社会贤达慷慨解囊，捐资
助学 300 多万元， 有力推动了该镇
教育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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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尊重孩子，但不应该放任孩子，
要引导他们选择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 ”9 月
26日，溆浦县警予学校一（五）班的教室里，学
生郑晨的妈妈敖女士正在向其他家长传授自
己的育儿之道。 该班班主任李林告诉记者，敖
女士是学校的优秀家长， 她在家庭教育中很
有经验，郑晨的姐姐现在一所重点大学读书，
是警予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在警予学校， 邀请家长来校分享家庭教
育理念、 参与学校管理已经成为常态， 早在
2007年，警予学校就被评为“湖南省示范性家
长学校”， 成为该县家长学校工作的一面旗
帜。

警予学校校长舒清红说，打开门来办学，
是拉近学校与家庭距离的良方。 警予学校成

立了班级、年级、校级家长委员会，学校的大
小事务，都有家长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学校
每学期都会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 邀请家长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观看学校的主题教育活
动汇报及文艺、体育汇报表演，让家长真切感
受孩子的成长。

“我们通过家校共建，将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融为一体。 ”舒清红介绍，警予学校坚持
创建“星级家庭”“书香家庭”，为家庭教育提
供科学的方法。“比如‘书香家庭’的创建、评
定，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书香家庭’在书
房的布置、家庭藏书量、亲子阅读的频次和效
果，都有量化指标。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教
育理念也得到了提升。 ”

为了激发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热情，

警予学校每学期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家长”
“星级学习型家庭”和“书香家庭”等，6 年
12 个学期，学校 60%的家庭都能获得荣誉，
这些家庭的照片、 名单出现在学校的宣传
表彰栏中， 让家庭真正成为了学校的一部
分。

2016 年起， 溆浦县全面建立“互联网 +
家长学校”， 与“根缘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合
作，通过线上 + 线下的方式，推进家庭教育。
在警予学校，每位学生家长都加入了“根缘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的微信教育平台，在平台上
收看、收听家庭教育专家的课程，并在线下参
加中心提供的现场辅导课程。“在教育孩子
上，我们也是学生。 ” 敖女士告诉记者，当好
家长，还需要好好学习。

警予学校家校合作迈入“新学期”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黄豪 江士义

老校长的“责任田”
通讯员 向烨 田辉 向碧波

我的午餐我来做
近日，长沙市周

南中学 K1812 班的
同学们进行了一场
特殊的比赛，捧书执
笔的他们不仅自制
了午餐，还和厨艺高
超的家长们来了一
场 PK。

同学们虽然手
法稍显稚嫩，但勇于
创新、 敢于探索，制
作出的菜肴颇具新
意、味道不俗。 这次
活动让大家深切地
体会到，原来用汗水
换来的劳动成果是
那么美妙。
（喻梓言 摄影报道）

麻阳二中 40余名
教师乔迁新居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张文静）近
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教师公租房
工程落成，40 余名老师高高兴兴住进了漂
亮的新房。“以前和学生住在一起，晚上工
作经常会影响学生休息， 自己衣食起居也
非常不便。现在有了新宿舍，一切都方便多
了。 ”搬入新房的舒老师喜笑颜开。

据悉， 麻阳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教师
公租房工程于 2017 年 9 月动工修建，2018
年 9 月完工，历时 300 余天，总造价 190 余
万， 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教师住得安
心，工作才安心，这也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该校校长张绍友感慨说。

衡阳市逸夫中学
开展爱国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李周利 徐小利）为传
承红色基因，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近日，
衡阳市逸夫中学以“传承红色基因·向国旗
敬礼” 为主题开展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活动。

该校利用升旗仪式， 对学生宣讲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并通过校
园广播、 多媒体显示屏和黑板报大力宣扬
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除此之外，还以演
讲、观看红色影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实践活动方式，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
意识。国庆放假期间，该校组织学生开展网
上签名寄语活动，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祖
国的热爱与祝福。

道县二中师生倾听英雄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姚雪琴 胡翔）9 月 28 日，开国中将韩伟

之子韩京京大校及夫人，来到道县第二中学，为该校及树湘中
学 6000余名师生进行了一场红色文化讲座。

韩京京大校追忆了父辈们在道州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回
顾了父亲韩伟与陈树湘师长的革命情谊、生死抉择，动人的讲
述让现场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市完小评比“最美教室”
本报讯（通讯员 黎亚军 余波 苏成）为了营造洁净卫生、

文明美观的学习环境，9 月 26 日， 汨罗市新市镇完全小学如
期举行了每学期一次的“最美教室”评比活动。

全校师生的积极响应： 四年级二班将走廊办成了一个小
小的图书馆，以培养大家的阅读兴趣；六年级二班将花卉点缀
在教室的两边， 把教室布置成温馨的小花园……此次活动增
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班级的凝聚力， 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
一致好评。

九月末的湘西龙山已是秋意浓浓， 在龙
山县第二中学的校园， 高大的香樟树郁郁葱
葱，笔者在校长全心林的指引下，见到了执掌
二中 16 年的老校长彭武友，倾听他一路走来
的教育故事。

年轻的老师都称他“武叔”，年纪相仿者
都称他“武哥”。 每天 8 点彭武友便开始走进
班级巡查，发现老师上课迟到，他就一直站在
教室门口守课。 学校的每一次教研活动，彭武
友从不缺席， 月考后他带头组织老师分析问
题、思考对策，听课笔记上满满记载着各个学
科的“疑难杂症”。

青年轮训教师向辉刚到学校， 彭武友
就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运用“班班通”，晚上
一起研制课件，讨论教学环节预设。 从情景
导入内容到语言雕琢，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一招一式地帮助年轻的向辉尽快适应课
堂。 不到一年时间，向辉迅速成长为学校的
骨干教师。

教务主任点评道：“迎难而上，敢于亮剑，
文人出生，武人性格，这是武哥的性格，也是

他为二中铺就的精神底色。 我经常被他‘捉’
起来‘讨’建议，做得好的表扬，做得不好那是
要挨骂的。 ”彭武友在学校实施“传帮带”青兰
工程与名师工程，上优质课、上汇报课、上示
范课， 让每个老师都有成长的空间和展示的
平台。 在他的督促和垂范下，谢燕萍、彭英凤、
刘斌等青年教师，在州、县的优质课比武中摘
金夺银，杨辉、刘可夫、赵彦等教师也都成为
了独当一面的教书能手。

彭武友说起教学来总是头头是道， 在他
的带领下，学校连续 12 年蝉联“全县中考教
学质量特别优秀奖”，检测成绩年年、科科全
县第一。 他秉承“以为师生服务是本”的原则，
挂在办公室外的校长信箱， 每天都会收到许
多学生的信，他会逐一查阅、登记。 60 多个班
级 4000 多名学生， 每天发生的大小情况，有
时他比班主任还清楚。

每逢开学的第二周， 彭武友就带着各班
班主任全县跑， 到每个贫困学生家庭了解孩
子的生活情况。 每个年级有多少贫困生，学校
有多少建档立卡户，他都一清二楚。 不让一个
贫困孩子失学，是他的承诺，所以每次他都以
最快的速度把助学资金发放到学生手中。 在
每个班级的走廊上，都挂着醒目的“爱心”捐
款箱， 师生们将节余的零花钱投放到捐款箱
里。 上级颁发的奖金，彭武友也悄悄换成零钱
投到里面。 这些爱心款每期汇总后，会用来资
助几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帮助他们解决一
些实际困难。

2017 年秋季开学时， 一位家长拉着他的
孩子走到彭武友的面前， 流着泪说：“武校长
就是你的再生父亲，没有他，你不可能成为吉
首大学师范学院的免费师范生。 ”初中三年，
该学生的学杂费、生活费都由彭武友资助。 正

因为他的这份爱心， 许多学生毕业多年还经
常惦记着他，他平日里，也总会收到来自天南
地北的学生的问候。

“一辈子教书，看到桃李满天下是最幸福
的事。 ”2018年秋季，彭武友在递交第 10份辞
职报告后，终于卸下了校长的担子。 他对新校
长说到：“二中的接力棒承载着龙山 60 万百
姓的期待， 寄托着土苗山寨兄弟姊妹的深情
厚谊，愿在你手上更辉煌。 ”

“见困难就上，见荣耀就让”是彭武友的
做人准则，朴实的他还是一位“全才”，曾辅导
多名学生获得教育部的竞赛奖项；在省级、国
家级报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他的通讯、散文
常常见诸报端，摄影、美术、书法无一不精通，
作品常被好友、同事装裱收藏。

“趁现在还动得起，我还会坚守在二中的
这块责任田。 ”在即将结束采访时，彭武友合
上了查堂的记录本， 起身到教导处核对教师
出勤情况去了。 望着他匆忙的背影，笔者深刻
地感受到， 这份行动与执着就是他留给二中
最宝贵的财富。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春）日前，湖南卫视全新节目《少年
说》在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录制了一期亲子互动节目。数百名
师生、家长受邀前来参加。

《少年说》是湖南卫视一档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节目，
倾听少年们的诉求、接受少年们的心声，以新颖的节目方式来
呈现中国当代校园积极向上、青春活泼的精神风貌。节目录制
过程中， 站在台上的孩子们， 有的对老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
话，有的给同学送去了鼓励和祝福，更多的是对爸爸妈妈表达
了感恩之情。 参加节目录制的家长们表示：“以前很少和孩子
沟通交流，听了孩子们的心里话之后，很有感触，今后一定多
抽时间陪他们。 ”

《少年说》走进边城高级中学

湖南省大学生红色经典
诵读活动在湘大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成奇 张赵 黄莹）
9月 27日，2018年湖南省大学生红色经典
诵读活动在湘潭大学启动。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
天上午， 湘大学子深情诵读了毛泽东所作
的两首词《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
毛泽东铜像广场上空荡漾着响亮而坚定的
诵读声。 朝气蓬勃的湘大学子们用自己嘹
亮的声音诵读红色篇章，传承红色精神。

本次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的主题为“不
忘初心跟党走，激情拥抱新时代”。 活动由
高校和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有机联动， 旨在
引导新时代青年学生重温红色经典， 感悟
革命精神，激发爱国情怀，增强国防意识。

据介绍，活动还将在湖南 14个市州相
继举行，各地活动结束后，将通过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审的方式选出 10 支队伍， 入围
11月份的总决赛。

娄底六小举行眼保健操比赛

“日丰”助力城头山镇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