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陶艺传承有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萌贞）“傩面具起源于农

耕文化，在演变中成为了少数民族的图腾……”
近日，在湖南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吉
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小苗子”陶艺坊，以
独特的胚泥制作工艺和单面彩绘获得了观展人
员的连连点赞。

据悉，该校陶艺社团每年新招两个兴趣班，
组织辅导教师到“陶都”景德镇拜师学艺，把民
间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请进学校，以学生选学、乐
学、善学为通道，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多次在国家级、省级艺术展演上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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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的“较量”

近日， 南县浪拔湖镇永太小学的 66 名
学生和家长在南县罗文花海涂鸦艺术村参
加学校的户外亲子运动会。 人群之中，家长
和孩子们一样兴奋，这是近些年来，该校第
一次组织家长和学生外出开展运动会。

秋日的罗文村，格桑花开得正盛。 户外
运动会上，微型马拉松、螃蟹走、拔河、托球
走、跳绳等比赛精彩纷呈。 其中，全程 4.2公
里的微型马拉松比赛值得一提，孩子和家长
一起奔跑在花海的观光大道上，家长鼓励着
孩子，孩子感动着家长，在亲情的感染下，几
乎所有孩子都跑完了全程。

“永太小学是一所偏远农村薄弱学校，
前些年生源不断流失，教学质量下滑，周边
不少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到更远的中心小学

去上学。”学校校长杨小龙告诉记者，为了让
当地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近两年来，
学校以德育为突破口，争取南县教育基金会
及乡镇资金支持， 邀请学生和家长走出教
室、走出校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拓宽学
生眼界、增进家校沟通。

“我最喜欢今年中秋节的做月饼活动！”
二年级学生黄欣凌说，9 月 21 日，学校邀请
义工教孩子们做月饼，语文老师教孩子们写
祝福卡片，师生一起忙碌了一个下午。 放学
时，学生将美味的月饼和祝福的贺卡一起送
到来接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手中，带着手
工温度的月饼蕴藏着孩子的孝心，这样的感
恩教育无声胜有声。

“除了不定期举行的亲子活动，我们还

建立了家校沟通的微信群， 家长们能第一
时间掌握孩子的动态， 我们也能第一时间
反馈家长的意见。 现在， 学校的孩子更懂
事、更能理解父母的不易了；家长们更愿意
俯下身子听孩子的心里话， 参与学校的集
体活动了。 ”在杨小龙看来，良好的家庭环
境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在农村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家庭教育常常缺位，而学校有义务
搭好亲子连心桥。

就在不久之前， 永太小学召开了全校
学生家长会， 风雨之中 33 名家长无一缺
席， 一年级学生汤家宜的家长告诉记者：

“本来打算送孩子去中心小学上学，但永太
小学越办越好， 我相信孩子在这里同样能
快乐成长。 ”

永太小学：德育活动搭起亲子连心桥
本报记者 余娅

为增强食堂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提升烹饪技能， 确保近
6000 名师生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和吃得丰富，11 月 30 日，慈利县
金慈实验小学举办首届厨艺大赛。 比赛分为主厨、帮厨和杂工三
组。 全体评委按照馒头、包子和切菜的数量与质量、炒菜的“色、
香、味”统一打分，评出一、二、三等奖。 通讯员 吴远山 覃事雷

娄底六中举行
校园啦啦操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何海樱 王榆焰 夏歌晨）
11 月 30 日下午，娄底六中举行了以“舞动绽童
真、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校园啦啦操比赛。

比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展示评比。 比赛
中，各班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变换着各
式各样的队形，充分展示精彩创意。 随着一个
个班级的轮番出场，绿色的足球场上有如铺开
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通过激烈的角逐，五个班
级荣获一等奖。

娄底六中一直重视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
组建了多支体育运动队伍。 校啦啦操队自 2015
年组建以来， 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的比赛中荣
获一、二等奖。 目前，啦啦操文化已深入到学校
每一个班级，融进了孩子们日常体育锻炼之中，
其中， 大课间啦啦操已成为学校一道靓丽的风
景。今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还授
予该校“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称号，全国啦啦
操委员会也授予该校“星级俱乐部”称号。

长郡学子学习垃圾分类
本报讯（通讯员 郭巧灵 陈柯羽）近日，长

郡中学 G1804 班 48 位学生来到“全国中小学
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湖南省环境保护教
育基地”和“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社会宣传教
育万容基地”参加垃圾分类义工活动，以行动
践行垃圾分类制度。

星星实验学校
校长上示范课

本报讯（通讯员 杨向兰）11 月 29 日下午，
娄底市星星实验学校一年一度的校长公开课
如期进行。 校长曾志云采用音乐导入、以读代
讲、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声情并茂、深入浅
出、循循善诱，为在场学子及教师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示范课。

近两年，星星实验学校在曾志云的带领下
每期都会开展各学科示范课及教学比武，几乎
每周都有公开课，让教师能够取长补短、互鉴
共促，有效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 2017 年以
来，该校在娄底市举办的各学科教学比武中佳
绩频传。

湘西州体校开展火灾逃生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田辉 杨婧 郭婷）11月 30日上午第三节

课，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学校内“火光冲天”，警报
声长鸣，学生们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护着头部，在班主任和
教练的安排下有序从教室向操场上撤退。 通过本次火灾逃生
演练，全体师生掌握了科学有效的逃生方法，提高了师生自救
和救人的能力，提高了各部门应对突发灾难的团结和协作性，
达到预期效果。

兴隆场小学突击排查管制刀具
本报讯（通讯员 吴学高）12月 3日，泸溪县兴隆场小学结

合学校实际，开展了“管制刀具和危险物品”突击排查收缴活
动。

该校深入每一个班级展开排查收缴， 并向学生介绍管制
刀具的种类及危险物品带来的危害， 强调为了自身和他人安
全，学生不得携带、保管和使用管制刀具及危险物品，提高学
生守法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确保校园平安、和谐、稳定。

临武县一完小迎来法官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 刘立新）12月 3日， 临武县一完小开展

“国家宪法日”法律宣讲活动，由临武县法院法官付娟主讲。付
娟联系自己的办案经历， 结合近年来一些中小学校发生的违
法犯罪案例，以及青少年学生心理、生理特点等，重点谈了什
么是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危害以及面对校
园欺凌该怎么防范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律、法制意识。

岘山镇学区
开展校园安全联合大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包迎宾）近日，衡阳县岘山镇学区牵头，

联合镇派出所、 镇安监办相关工作人员， 对辖区内的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此次检查采取不打招呼、直接到校的方式，重点对各校园
值班安保制度落实情况、校园进出人员登记情况、内部监控设
施的运行情况、 校园消防安防措施落实情况及校车安全管理
等情况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全隐患
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

本报讯（通讯员 刘艳霞）近日，湘潭县天易水竹学校第三
届体育节启幕。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符合孩子们心理的一
系列传统体育活动：拔河、跳皮筋、滚铁环、打保龄球等，给孩
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能力、发挥个性的大舞台。

据悉，此届体育节将持续一个多月，以体育节为契机，该
校继续开展课间安全文明小游戏， 以活动来丰富同学们的课
余生活，培养全面发展的水竹学子。

天易水竹学校学子竞技体育节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思蕾）
为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不
让一个孩子徘徊在校门外。 日
前，安乡县唐家铺中学 16 名老
师利用周日休息时间， 分别深
入到八个村， 摸底户口在本地
或者常住在本地的， 在本省学
籍查询网上信息不全的 500 名

6-16 岁适龄儿童、 少年的就读
情况。 希望通过一位村干部、一
位老师、 一位家长进行“三帮
一”劝返复学，让辍学在家的或
者一直未能入学的孩子， 尽早
回到学校，随班就读，或者用送
教上门的方式， 让每一位孩子
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

唐家铺中学控辍保学走村入户

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
展示武术特色

本报讯（通讯员 肖大松）12 月 2 日，湖南
省第三届校园武术展示活动在湖南师大附中高
新实验中学举行。 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近 90 所
大、中、小学校代表队参加，1800 余名武术少年
汇聚一堂，以武会友，展示风采。通过激烈角逐，
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荣获一等奖， 成为隆回县
第一所省级武术特色学校。

据悉，该校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和武术教育，
在校长丁加健的带领下， 学校武术教师工作室
挂牌，通过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
引领、辐射、带头作用。学校免费开设武术套路、
双截棍、 跆拳道、 太极拳四个专业武术社团，
1000余名学生踊跃参加，爱上武术。

本报讯（通讯员 毛良华）引
用“抓鱼手套”等实例，指导学生
如何进行小发明、小创造，提升学
生的科学素养； 指导学生怎样用
油画棒画出精美的图画， 体验成
功的快乐； 引领学生规范书写汉
字， 感受中国书法的魅力……11
月 28日，华容县章华镇胜峰中学

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兴趣小组活
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学生们边玩边学。

据悉，该校本学期共组建以篮
球、兵兵球、电脑、书法、科技创新、
美术、 诵读经典等为活动内容的
10个兴趣活动小组， 学生全员参
与，每周开展一课时的社团活动。

洪江区第一中学青年教师赛课
本报讯（通讯员 段小红）12 月 3 日，洪江区第一中学举

行 2018年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武，由今年新进的青年教师参
加，唐平华、赵慧霞、谭田教师的参赛课，无论从教学风格、艺
术、形式，还是课题氛围、学生学习状态等方面，充分展示了

“简约高效”的教学理念，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该校的新课程
教学理念。

胜峰中学学子社团活动育特长

本报讯 （通讯员 苏春生
唐冬玲）日前 ,沅陵县张家坪九
校中心幼儿园分别从小班、中
班到大班开展了“我会穿鞋子”
“我会整理书包”“我会穿衣服”

“我会叠被子”等“自理能力大
赛”系列活动，旨在培养幼儿生
活自理能力，增强幼儿独立性、
自信心， 为幼儿一生奠定良好
的成长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陈立军）12
月 2日， 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8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展示活动决赛在湘潭落下帷
幕。 此次大赛共有 106 所高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 参赛选手
和观摩教师约 350 人参加。 经过
三个阶段的比拼角逐， 长沙航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陈杰老师
获二等奖，朱小姣老师获三等奖。

长沙航院两教师获省级教学展示奖

张家坪九校中心幼儿园
开展“自理能力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