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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篮球梦

编者的话：
目前，湖南省共有 100 所学校被

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
校”。校园篮球的发展，给湖南学子带
来一股实实在在的“篮球热”，学校通
过篮球校本课程、 篮球大课间活动、
篮球社团竞技训练等途径，将篮球元
素融入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努力培
养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 今起，本报
推出《守护篮球梦》系列报道，与大家
分享湖南各地发展校园篮球的突出
经验以及区域典型、学校典型和青少
年篮球工作者典型。

被记者问到读书和打球有没有冲
突时，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
称“国防科大附小”）六年级一班的邱楠
连连摇头，他笑着告诉记者：“打篮球并
不会影响学习。 我上学期期末考试英语
考了 96 分、语文 99 分、数学 100 分。 ”

别看邱楠才上小学六年级，打篮球
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小伙子在篮球赛场
上战绩了得，就在 2018 年底的“长沙小
篮球联赛”（使用小型篮球、球场以及球
筐和球架， 专门定制符合 12 岁以下青
少年特点的篮球比赛规则来开展的青
少年篮球赛事）中，邱楠拿到了 U10 组

“得分王”。 同场比赛中，学校二年级四
班的宫荣骏拿到 MVP（最有价值球
员）， 他的优秀表现帮助国防科大附小
拿到了 U10 混合组季军，国防科大附小
篮球队在赛场上大放异彩。

近年来，国防科大附小致力于校园
篮球发展，逐步完善梯队建设，规范训
练体系。 学校利用体育课和第二课堂对
学生进行专业的篮球技能训练，每年举
办班级篮球赛，低年级的运球、投篮比
赛，高年级的篮球争霸，让孩子们在篮
球运动中收获了强健的体魄，也领悟到
了团结合作、永不放弃的篮球精神。

此外，国防科大附小的小球员还走

出校门，参加省、市各级篮球赛，以赛促
训，不断提高竞技水平。 2017 年，学校

“科大湘北” 队参加长沙市第九届运动
会青少年俱乐部篮球联赛获得“U13”冠
军；参加浙江衢州海峡两岸 U12 全国邀
请赛获得全国亚军。

该校篮球教练周磊告诉记者，学校
对小球员要求严格，要求他们打球学习
两不误，不能因为打球荒废学业。 正因
为此，孩子们必须学会合理安排自己学
习、练球的时间。“我会争取下课就把作
业写完， 然后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 ”
邱楠说，“当别人还在写作业或者放学
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在训练了。 ”

每天放学时间，国防科大附小的篮
球场边，球员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准时到
场，陪着孩子们练习、给他们信心和建
议。 因为父母的鼓励、队友的支持、自己
的努力付出，小球员们愈战愈勇，正如
国防科大附小校长易宇所言：“孩子们
的童年，因为篮球更加精彩。 ”

小小篮球让童年更精彩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由湖南省商务厅
主管。 近年来，根据上级的部署安排，学
院依托商务行业资源优势， 结合自身办
学特色和特点， 多途径积极服务脱贫攻
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接商务部项目，开展扶贫培训工作，
服务种植养殖以及劳务输出。 在商务部
的资助下，学院承办了“2016 年邵阳市城
步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及电子信息扶贫
班”，组织学员学习了高山梨、水蜜桃、猕
猴桃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及石蛙的养
殖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实际运用技术等内
容。 根据商务部《关于举办扶贫培训的
函》有关要求，学院还在城步苗族自治县
分别举办“家政服务”和“境外劳务输出”
两期培训班，结业后，学院还推荐有意向
的学员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工作。

搭帮省商务厅，积极参与结对帮扶，
安排专人驻村开展实地帮扶。2017 年，学
院选派了一名同志参与省商务厅驻邵阳
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新枧水村开展
的扶贫工作。入驻新枧水村后，扶贫工作
组召开了村两委工作碰头会， 学习扶贫
政策， 研究具体帮扶措施， 并和村委干
部、 村民一起商讨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制定结对帮扶方案。 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院长都安排了
结对帮扶任务。 扶贫工作组计划在工作
期内拓宽村道，硬化组道，修好林道和水
圳； 通过成立笋竹林开发农民专业合作
社，努力引进竹制品加工企业；扩大苗乡
梨、青钱柳种植和山羊、肉牛、家禽养殖
的规模，并扩大销售渠道，帮助新枧水村
彻底脱贫。

借力商会企业，多方拓宽资助渠道，
着力完善学生资助脱贫机制。 近年来，学
院不断完善建立国家资助、学校资助、社
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
资助体系。 通过承办湖南省商务系统校
会校企合作座谈会， 与湖南异地商会联
合会企业进行广泛接触。 湖南异地商会
联合会“湘商育才基金”每年均会资助学
院贫困学生。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开展助
学活动， 如中德安普集团奖助学生 140
人次，金额 60 万元。 除此之外，学院还多

方协调，争取了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
同心温暖工程资助金额 100 万元， 用于
资助贫困学子。

依托电商专业，调研扶贫乡村产业，
探索互联网 + 蜂产业精准扶贫。 学院教
师实地走访怀化市蜂窝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老蔡牛肉食品有限公司等地，了解
蜂窝窝企业生产及营销模式， 调研怀化
市蜂蜜产业链现状及蜂蜜产业在扶贫攻
坚中的地位和作用， 听取蜂产品发展新
趋势及蜂产业扶贫等专题报告， 召开电
商扶贫蜂产业专题研讨会， 探讨共同打
造具有品牌效应的精准扶贫项目的思路
与初步方案。下一步，学院将依托电子商
务专业群， 在校内创业就业孵化中心引
进一家跨境电商企业， 负责蜂窝窝产品
的境外销售工作。

筑梦国商学院，10 年坚守凤凰支教，
校地共建德育实践育人共同体。10 年来，
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团总支“爱心筑梦”队

191 名队员， 坚持深入湘西凤凰千工坪
乡、腊尔山等地 10 所小学开展了“外贸
学子爱心助学”活动。他们把收集整理的
湘西留守儿童的详细资料进行公示，以
一个团体（一个班级、一个寝室或一个小
集体）资助一个留守儿童的形式，为其提
供学费和生活费用。10 年间，共收集输送
衣物 5500 余件，为当地留守儿童捐助爱
心款及物资达 15 万元。 队员们调研编撰
的《关于千工坪乡经济发展现状的调研
报告》《湘西凤凰县千公坪乡教育情况调
查报告》 被湖南省直团工委评为暑期社
会实践优秀报告， 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关
政策提供了参考。2017 年，学院与共青团
凤凰县委签署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和
志愿服务基地”“大学生教育实践精准扶
贫基地”协议并授牌。启动“尚德志诚 爱
心助梦———助力外贸学子关爱湘西留守
儿童社会实践项目”，共同开展人才双育
活动。

扶贫工作是一项重大且光荣的政治
任务和民生工程，也是一种使命担当。下
一步，学院将继续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
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圆满实现。

借助“商”力量，扶贫出实招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服务脱贫攻坚纪实

□赵德波 郑翔

2千师生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近日，攸县工业路小学 2000 多名师生在操场同唱一曲《我和我
的祖国》，把对祖国的声声祝福化作律动的音符，向祖国母亲 70 华
诞献礼。 据悉，该校还将围绕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继续开展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李晓岚 摄影报道

课间操兼具时尚与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邓念）3 月 11 日，

株洲市荷塘区八达小学师生在大课间
中展示自创的“达人素质操”，将体操、
瑜伽等多种运动项目进行整合，配以明
快、活泼的音乐，在享受动感韵律的同
时，锻炼身体各个部位。

下阶段， 该校将继续编创更加时
尚、更有活力的“达人素质操”。

护蛋体验母爱
本报讯（通讯员 贺鼎春 蒋建才

彭毅军）3 月 11 日晨读课， 隆回县大观
中学各班学生高举自己手中的一枚鲜
蛋，正式拉开了“护蛋体验母爱，懂感
恩”活动的序幕。

活动要求每人带一个生鸡蛋到校，
全天候随身携带，并力争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打碎它。 此外，学校还开展了给
妈妈分担一次家务等感恩教育系列活
动。

师生募 3万元
救助学生家长

本报讯（通讯员 高红广） 3 月 11
日下午，汉寿县太子庙镇中学副书记兼
副校长龚银娥一行 5 人为该校学生肖
鹏的妈妈刘红艳送来捐助款 3 万余元。

据悉， 刘红艳于 2 月 28 日上午接
孩子放学时发生车祸，导致左前臂多段
性、粉碎性骨折。 面对近 20 万元医疗费
用，这个贫困的家庭，几乎无能为力，甚
至两个孩子都可能因此次事故失学。 学
校了解情况后，立即向全校师生发出捐
助倡议。 短短几天时间就募集到了 3 万
余元。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谭文才

本报讯（通讯员 黄初松 杜玉娇）
3 月 8 日， 湘西州雅思实验学校举行
“三八·溶江河畔健步行” 踏青活动，缓
解老师们紧张的工作压力，加深教师彼
此间的认识。

筑牢传染病隔离墙
本报讯（通讯员 谢乐夫 李艳）3

月 11 日， 沅江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
法局会同共华镇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
的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进行了监督检
查。 重点查看了学校传染病防控、传染
病疫情报告、晨午检、因病缺课病因追
踪和复课证明查验等制度的建立和落
实情况，同时对教室等公共场所的清洗
消毒等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监督员均现场下达了卫
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学校整改到位。

河畔健步庆“三八” 小小义卖，关爱满满
本报讯（通讯员 周苡 张倩莹）3 月

11 日下午，衡阳市南岳区金月完小运动
场变身“义卖市场”，20 多个班级展位
上，1000 多名师生自由选购义卖物品。
此次活动募集的所有善款将通过多种
方式全部捐给学校贫困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