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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 48 名山区儿童新年“研”海洋生物
本 报 讯（通讯员 李 锋）
“哇噻，我终
于见到了身体巨大雪白漂亮的白鲸，你
看它还朝我招手微笑呢！”1 月 6 日，在长
沙海底世界， 来自平江县南江学区的山
区留守儿童钟喜芳隔着水族馆厚实的玻
璃兴奋地说道。 当天，在平江县小城微爱
志愿者协会组织下，南江学区凤桥小学、
黄裴小学、 五角小学以及三墩乡忠龙小
学的 48 名山区留守儿童， 由 33 名志愿
者“微爸”“微妈”全程陪伴，驱车 150 余
公里到达长沙“海底世界”主题公园，开

启新年首次主题活动。
2018 年 12 月，小城微爱理事会成员
为此次出行召开了多次筹备会，制订了详
实的《项目实施策划书》以及《活动安全应
急预案》。 出发前，协会心理关怀志愿者邹
妹玲老师与孩子们开启
“
破冰游戏”，互动
表演了“面对面介绍、大风吹、寻人”等环
节，让孩子们从陌生到逐渐熟悉。
抵达目的地后，孩子们饶有兴趣地参
观了海洋馆、极地馆，随导游认真观看每
一处动物实地展示区，询问并学习相关知

识。 他们在淡水区和海水区了解了红魔
鬼、非洲十间、蓝鲨、河豚、红笛鲷、妞妞
鱼、箱型鱼、射水鱼、斧头鲨鱼等 200 多种
鱼类，触摸海龟、海星、海藻，了解条纹斑
竹鲨的 1~120 天的胚胎发育过程，寻找生
命的起源。现场观察了淡水中庞然大物巨
骨舌鱼、“偷袭高手”鳄雀鳝、白鲸、企鹅、
海豹、水獭、北极狐等珍稀物种。
参观中， 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饶有
趣味地观看了海底隧道人鱼表演， 第一
次见到了宛若巨蝶的中国 魟 与体型硕大

分享好书共
“悦读”

诵中国文化，悟家国情怀
本报讯（通讯员 陈缀缀 夏贵明）1 月 2
日晚，桃江一中举行“
诵中华经典，育家国情
怀”第六届凤凰山朗诵艺术节，学子们在诵
读中了解中国文化，感悟自古而生的家国情
怀。
活动中，学生们豪迈慷慨，唱响岳飞“收
拾旧山河，朝天阙”的爱国情怀，抒发毛泽东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一
诗一文一情，呈现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
宴。

本报讯（通讯员 蒋秋亮 陈璐波
夏 春 阳）1 月 7 日， 邵阳市双清区火
车中心完小举行好书分享会，整场活
动分班举行，各班利用中午的阅读时
间布置教室、开展活动。
上课铃声一响起，学生们纷纷举
手，都要将自己读过的好书分享给大
家。 临近期末，学校还将陆续开展亲

子读书分享会，评选全校的阅读之星
和写字之星，评选书香班级、书香家
庭。
据悉，该校本学期开展的“悦读
家园”活动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孩子
们在线下阅读书籍，然后在“悦读家
园”网站写读书笔记，做对应的阅读
习题，每天坚持阅读打卡。

寒冬里的温暖包

高级教师评审
倾力一线教师
本 报 讯 （通讯员 李 保 文）1 月 7 日下
午，在新宁县水庙镇中心幼儿园，该镇 2018
年度高级教师申报计分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给 7 名参评者一个公正客观的量化评价。
此次参评的 7 名教师全部来自教学一
线，以他们获得的奖状、证书为计分依据，采
取面对面的计分方式，由计分小组根据评审
方案逐项计分，并且在参评对象没有异议的
情况下确定结果，推荐分数最高的教师参加
评审。

88 岁退休教师
著书研究方言熟语

本报讯（通讯员 贺展）近日，衡阳市
南岳区第一中学开展了党员教师示范课
及青年教师展示课活动。 党员教师、教导
主任彭昶主动请缨上了一节精彩的示范
课， 经过她指导的青年教师管琼玉也上
了一节公开课。 两位教师精彩的教学设
计、 灵动的课堂都深深地影响了听课的
每一位青年教师。
据悉， 该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80 人，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所占比例超过 50%，
部分青年教师教龄都在五年以下， 教育
教学经验缺乏。 为此，该校党支部积极探
索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机制， 以创先争
优活动为载体，创设“党员示范岗”，党员
骨干教师进一步发挥表率作用， 引领青
年教师快速成长， 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学校师
徒结对活动也起着示范引领的作用。

近日，涟源市斗笠山镇惠民学校学子获赠壹基金温暖包

本 报 讯 （通讯员 贺 创 书 李 滨 郭

205 个，每个温暖包（冬季适用）共包括棉衣、棉靴、围巾等 13

珺）1 月 4 日上午，益阳市福中福物业管

件物品，是针对受寒冬影响的儿童生理及心理需求特别设立

理公司给益阳市赫山区海棠学校送来了
一面“
风寒冰雪救伤者， 弘扬正气好学
生”的锦旗，以感谢该校蔡总强等学生助
人为乐的行为。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30 日 16 时左
右，大雪稍停，一名路人在途经福中福路
口时不慎跌倒，头部受伤，血流不止，痛
苦呼救。 海棠学校学生蔡总强、钟子豪、
邓鸿祥闻声赶来，上前扶起伤者，一边询
问伤势，一边拨打 120 急救，直到将伤者
送上救护车后方才离开。 伤者系福中福
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名员工， 目前仍在住
院治疗，但因救助及时，伤势已经稳定。

通讯员

郭国权

本报讯（通讯员 唐文 高志恒）日前，88

一脸严慈的笑容，一身青春的活力，
一颗纯厚的爱心， 一腔奉献的热血……
这就是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中学教师刘
骄丽的真实写照。
早在孩提时代， 刘骄丽心中就种下
了教师的梦想。 2008 年 7 月，22 岁的刘
骄丽从衡阳师范学院毕业， 顺利应聘到
百年学府——
—衡阳县第六中学。 初到学
校她就勇挑重担， 担任三个高一班级的
英语教学工作，每周课时总量有三十节，
每天天没亮她就起床带学生们早读，晚
上最后一节辅导课结束也接近十点了。
面对家人的误会和不解， 她微微一笑：
“责任所在，职责使然。 ”
在工作上，刘骄丽老师兢兢业业，言
传身教，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她的班

“
党员示范岗”引领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冰雪中救伤者
扬正气

的项目。

岁高龄的祁阳二中退休老师桂芝撰写的《祁
阳方言熟语》一书举行首发仪式，该书的问
世填补了祁阳方言熟语研究的空白。
据悉，桂芝老师历时 8 年对祁阳方言面
貌， 特别是祁阳方言的珍贵部分——
—熟语，
作了详尽的了解、探索，采集 3000 多条，精
选 1520 例及其他方言词，予以分类整理，几
乎囊括祁阳现时流传的所有熟语，原汁原味
地保留了祁阳方言的血肉和动态实况，较全
面地反映了祁阳方言的基本面貌。

的黑点条尾鳐。 随后，一行人在海洋剧场
观看了海狮倒立、问候、跳舞，海豚骑行
驯兽员滑行、跳高，拥有人类智商的海豚
与观众代表亲吻、简单数学计算、顶球、
跳圈等精彩节目。
此次出行为山里孩子实实在在地送
上了新年第一份丰富的“研学之旅”大
餐， 让身处大山的他们直观了解了海洋
生物的多样性与神秘世界， 粗略领会了
博大深邃的海洋文化，增强了保护海洋、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保理念。

797 份《心理报》助力家长应对新高考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孟皎 郭长君
王小明）为助力高一学生与家长更好地

应对即将到来的新高考，1 月 5 日，桂东
县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组、心理与生涯发
展中心精心编印的《心理报（生涯教育
特别版）》亮相家长会，共发放 797 份。
据介绍，《心理报（生涯教育特别

版）》从
“什么是生涯教育”“如何调整
学业心理”“高中生涯发展时间表”
“职业兴趣类型简介”“了解学生的多
元智能”等十六个方面全面地介绍了
生涯教育的专业内容，图文并茂的介
绍、丰富详实的内容赢得了家长们的
广泛赞誉。

让生命在奉献中闪光
—记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中学优秀教师刘骄丽
——
□ 彭运良
里有个叫杨忠青的学生， 各科成绩都不
错，唯独英语学起来很吃力。 刘骄丽上课
经常向他提问，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给他
补习，并不断鼓励他积极进取。 杨忠青的
英语成绩一步步提高， 最后考取了理想
的空军某预警学院。
2009 年秋， 县里号召广大一线青年
教师下乡支教，她主动请缨，投身边远山
区的教育事业。 支教的学校位于溪江乡，
一个距县城五六十公里的边界山村，看

着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和一张张满怀
期盼的脸庞，她以校为家，把崇高的师德
化作对学生的挚爱， 淋漓尽致地倾注到
每一个学生身上。
一年的支教时间结束， 她含着泪告
别可爱的孩子们， 并认识到偏僻的农村
更需要有奉献精神的青年教师。 2010 年
她参加蒸湘区教师招聘考试， 被分配到
雨母山乡群益小学，由于学校教师紧缺，
她一来就成了一年级的孩子王， 除去每

天两节语文课还要兼全校三、四、五、六
年级的英语课。 她带的班级班风好、学风
正，在学区统考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
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2012 年
刘骄丽老师被调到呆鹰岭中学任教英语
学科。为教好自己的学生，她积极参加各种
培训和学习，虚心请教和学习别人的先进
经验，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活动。经过她的努
力，学生英语素养以及英语成绩明显提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是年轻教
师，刘骄丽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获奖，
2016 年在衡阳市初中英语说课比赛中荣
获一等奖；论文《试谈初中英语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荣获省级二等奖。 她指导的学
生肖秋香在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中获
初中组一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