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十中师徒跨学科结对
本报讯（通讯员 李友祥 张敏）徒弟们呈上拜师帖，师傅

们给徒弟赠书。 10 月 26 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拜师仪式在
浏阳十中举行。

该校拜师仪式一改学校安排人员，内容局限在教育教学
上的传统模式，改为师傅徒弟自由组合：跨学科、跨年级，不
论年龄、不论职务，内容涉及教学、教育、财务、党建、工会、教
师个人专长；聘请的师傅，有多年班主任经验的老教师，有电
脑专长的年轻老师，有书法高手，有“财务专家”……三人行
必有我师，该校充分发挥教师专长，呼吁全员参与，促进教师
优质快速全面发展。

谷韵茗雅幼儿
走出校园寻家乡美

本报讯（通讯员 张胜禄 彭露莎）10 月 23 日，吉首市谷
韵茗雅幼儿园大四班开展“走出幼儿园，感受家乡美”社会实
践活动。 小朋友们在班级老师的组织下，参观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博物馆参观，了解家乡变化。

据该园负责人介绍，开展这样社会实践活动，一是让
孩子们体验了家乡文化，丰富了幼儿的传统文化知识，还
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与发展， 激发了幼儿爱
祖国、爱家乡的社会情感，促进了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地发
展。

舒家村学校
紧抓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聂诗涵）10 月 24 日，麻阳苗族
自治县舒家村学校开展了一场消防紧急疏散演练活动，以此
提高全校师生的紧急逃生能力和自身防范自救能力。

随着学校广播发出火灾报警信号，该校教师立即安排学
生双手抱头、弯腰低姿、用衣角等捂住口鼻，按本班疏散路线
迅速有序撤离到操场。 整场疏散演练活动，历时 2 分 48 秒。
接着，学校全体师生学习了一些火灾时的防护措施及自救知
识，并现场学习和操作干粉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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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齐学校运动员斩获 34个第一

10 月 28 日下午， 邵阳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在石齐学校完美收
官。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分别设 26 个比赛项
目， 全县 28 个代表队共 600 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三天的激烈比
赛，石齐学校捷报频传，共斩获 34 个第一。

通讯员 张玉梅

本报讯 （通讯员 严慧健 黄亦龙）10
月 26 日中午，正是洞口县第九中学学生食
堂开餐的时间，一个可同时容纳 1000 多名
学生就餐的食堂大厅里， 突然多了 100 多
位年长的客人， 他们都是该校学生的父母
或爷爷奶奶， 他们同该校的学生一道津津
有味地品尝着学校食堂提供的午餐。 自校
园食堂向家长开放以来， 该校经常邀请学
生家长来学校食堂参观饭菜制作加工的各
个环节，体验学生天天享用的饭菜味道。

早在 3 年前， 因为该校食堂管理混
乱，学生集体围攻食堂。 从去年起，调整后
的学校领导班子为了让全校学生吃得可
口吃得放心，积极探索食堂改革之路。 在
四处考证和多方研究的基础上，决定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把学校食堂交由一家有
500 亩蔬菜基地做保障的生态农业开发公
司托管，无论是供货渠道、菜的种类、环境
卫生，还是烹饪技术、晕素搭配和饭菜价
格都有了明显改善。 经测评，学生满意率

达到 90%以上。 食堂托管后， 学校安排专
人对食堂进行监督管理， 着力从食材采
购、食品验收、存储、加工制作和饭菜销售
上进行严格把关。 同时，实行学校领导和
教师代表陪餐制度。

据了解，自食堂改进以来，该校在校内
商店购买零食、吃方便面和垃圾食品的学生
大大减少，既减轻了家长经济压力，又保证
了学生每天的正常营养，不少家长对此赞誉
有加。

爷爷奶奶体验舌尖上的洞口九中 祁阳明德小学：
手绘动感足球小报
本报讯（通讯员 彭喜军）日前，祁阳县

明德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足球”为主题的海
报竞赛活动，孩子们用画笔演绎多彩的校园
足球文化，展示个性飞扬的艺术风采。 这些
作品或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设计版面，或从线
条与颜色搭配上进行创新，内容涉及足球故
事、队徽设计以及活动花絮等。

据悉，该校在足球队伍建设和硬件设施
上不断加大投入，通过抓实课堂教学、抓好
业余训练、抓活运动竞赛，充分发掘足球运
动的独特魅力和综合教育功能，近年来在各
项赛事中荣获 9 块奖牌，2 名队员被恒大足
球学校录取。

本报讯（记者 刘芬）10 月 28
日，中外合作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在
长沙召开 2019 年本科招生宣讲
会，这是该校第二年在湖南招收本
科生。 2019 年，昆山杜克大学计划
面向全国 18 个省、直辖市招收 225
名中国内地学生，同时招收 100 名
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及世界其他
国家学生。

宣讲会上，昆山杜克大学新任
校长冯友梅介绍，2018 年， 昆山杜
克大学首届本科生中就有 5 名优
秀学子来自湖南。

据了解，昆山杜克大学在录取
时计划采用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

“541 模式”： 高考成绩权重 50%、
学校自主综合评估权重 40%（包括
对通用申请和补充材料的全面评
估以及申请者 “校园日活动 ”表
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成
绩权重 10%， 依据三部分综合评
分， 并统一在普通类提前批次录
取。

符合全国普通高考报名条件
并参加 2019 年高考的中国内地学
生，即日起可登录昆山杜克大学官
方网站提交相关申请，以获得昆山
杜克大学 2019 年本科录取资格。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 日
上午 11:00。

昆山杜克大学来湘宣讲
2019年内地高考生即日起可网上申请

湘郡金海中学开启激情远足
本报讯（通讯员 周为民 余莉莎）近日，湘郡金海中学举

行了以“缅怀先烈 激情远足”为主题的远足活动，学校六、七
年级 800多名师生及家长代表参与。

乘车抵达杨开慧故居后，学生们满怀敬意地参观杨开慧
纪念馆、杨开慧故居以及杨开慧烈士陵园，了解这位巾帼英
雄成长的足迹，参观的同时还不忘记笔记。

随后，学生们带着兴奋与激动挑战 4 公里征程。 飘
扬的旗帜、统一的服装、整齐的队伍、响亮的口号，18 个
班级组成的路队宛如一条蜿蜒长龙，引得路人纷纷驻足
看。

在团结互助中前进一小时之后，远足队伍最终到达乘车
地点，返程回校。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次远足活动，我们风雨
同行，互帮互助，同时也激励了我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我们要
学习杨开慧烈士伟大的革命情怀，心怀梦想，努力学习，为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

据悉， 激情远足活动是该校综合素质教育活动之一，
是该校激情教育的重要部分， 它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
磨砺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增进了师生间的感情，更提升了
学生们的团队意识、纪律意识和安全意识，对于构建和谐
校园，全面推进激情教育，实现美好的金海梦，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汨罗窑洲学校
建设开工

本报讯（通讯员 许思求 伏礼平 刘林
波）10 月 23 日上午， 汨罗市窑洲九年一贯
制学校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据悉，该校总建筑面积 89000多平米，预
算总投资 3.3 亿元，2019 年秋季开学正式投
入使用。根据规划，该校将成为汨罗市规模最
大、标准最高、环境最优、功能最齐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 学校分设小学部和初中部两个教
学区，其中小学部 48个标准教学班，中学部
30个标准教学班，共计新增学位 3660个，彻
底解决城区大班额难题。 汨罗市教体局接下
来将逐步研究教师选调、 学生入学和校园文
化建设等工作， 要把窑洲九年一贯制学校建
成为汨罗素质教育的示范校、窗口性学校。

茶陵二中学生
艺体节上展个性
本报讯（通讯员 张宗文）10 月 27 日，

茶陵二中以“魅力二中、青春飞扬”为主题的
第二届体艺节开幕。 开幕式上，体艺专业生
表演了舞蹈《青春之歌》《火》《芳华》和大合
唱《向往》等精彩节目。

据悉，本次体艺节将持续到 12月 31日。
内容丰富多彩，有田径运动会、班级拔河、学
生足球、教师排球与羽毛球、学生经典诵读各
项比赛，也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以及
远足毅行、元旦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本智）12 月
25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希望小学语
文组成功开展了以“阅读教学”为
主题的教研活动，这是该校丰富多
彩教研活动中的一个剪影。

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研究，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课堂效率，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连日来，该校
积极开展教研活动， 其中语文教
研组开展二年级识字教学、 四年
级阅读教学和六年级作文教学活
动； 数学教研组进行教学比武活
动； 体育组备战学生冬季校园趣
味运动会。

华容二中学子
趣味游戏快乐减压
本报讯（通讯员 李超群）近日，华容二

中举行了以“释放压力，轻装上阵，自信满
满，备战高考”为主题的趣味游戏活动，把合
作、 快乐等理念融入丰富多彩的游戏中，帮
助高三学生放松心情，释放压力，以健康、自
信、乐观的心态来备战高考。

在“赶鸭子”趣味接力环节中，学生们用
木棍谨慎地拨动三个篮球，不让它们偏离既
定的轨道，可不一会儿就有调皮的篮球跑了
出去，观赛的同学急忙提醒意外情况，参赛
运动员手忙脚乱地抢救篮球，欢乐的笑声与
加油声回荡在操场上； 短跑接力活动中，学
生们青春洋溢的笑脸和意气风发的精神感
染了整个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徐志浩 雷江
峰）为发挥“留守学子先锋队”的带
动作用，10 月 25 日下午，常德市武
陵区甘露寺小学开展了“温情暖留
守，先锋做表率”系列活动之“讲故
事 诉心声 共成长” 故事分享活
动。

活动中，先锋队队员们分别围
绕“我的爸爸妈妈在远方”“听，我
在长大”“留守不孤单”“我的今天
与明天” 四个主题讲述了他们身
上发生的真实故事。 他们将对家

人陪伴的渴望、 同学互帮互助的
情谊、校园生活的快乐、美好未来
的期盼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出
来。

该校校长欧熊飞鼓励这些优
秀的留守学子继续努力， 争当模
范，号召其他学生向他们学习。 家
长志愿者们表示，会像爱自己的孩
子一样关爱先锋队的每一位学子；
学生代表们做出承诺，一定会向先
锋队队员们学习， 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紫竹学校评选
“最美办公室”

本报讯（通讯员 贺创书 刘益波）10 月
26 日， 益阳市赫山区紫竹学校开展了本学
期首次“最美办公室”评比活动。

活动中，该校教师积极投入到“最美办
公室”的创建工作中，一盆盆绿植让办公室
充满生机，一幅幅字画与墙绘的搭配相得益
彰，一个个窗明几净、整齐有序的办公室让
人心情舒畅。 16 个教师办公室均以最好的
面貌迎接检查，最终评选出了 8 间优秀办公
室。

城步希望小学教研活动精彩纷呈

甘露寺小学：留守先锋做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