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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篮球梦

东安县舜德学校校园篮球运动负
责人杨海河最近比较忙，除了陪伴孩
子们日常训练之外，他还负责积极筹
备 2019 中国小篮球联赛 (东安赛区 )
的相关工作。“今年暂定 5 月 10 日开
赛， 这也是我校第二次承办此项赛
事。 ”5 月 6 日， 杨海河向记者介绍，
2018 年，永州市小学生首次参与全国
性篮球赛事，该校承办冷水滩赛区赛
事，在 15 天的时间里，该校 35 支队
伍参赛，拿下少年组 U8、U10、U12 冠
军。

“今年， 学校起码有 63 支队伍参
赛。 ”杨海河表示，现在，学校每个班级
都组建了班级篮球队参赛，利用课余时
间及周末积极备赛。

对三年级学生杨澜来说，这个赛场
不再陌生。 2018 年，她作为班级篮球队
的一员，参与了 U8 组的竞争，体验了

球场上的速度与激情。 后来她勤奋练
习，从篮球社团中脱颖而出，成为 U10
校队成员。 这一次，她所在队伍坚定地
朝着冠军的目标奋斗。 5 月 6 日，在舜
德学校篮球场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球
员在集中训练之后自主延长训练时间。
每一次凌厉的过人， 每一次绝妙的助
攻，每一次精彩的上篮，都让陪伴在旁
的杨海河激动不已。

“跑动， 跑动， 注意无球穿插跑
动！ ”“接住球后注意保护！ ”伴随着杨
海河沙哑而又威严的吼叫声的，是手
舞足蹈的指挥。 这个以校为家的篮球
铁人， 除了日常主持政教工作外，所
有的时间都耗在篮球上。 2015 年 9 月
学校正式对外招生后，他带领体育组
的老师创新体育课篮球教学内容，参
与编排大课间篮球韵律操，丰富篮球
社团课训练内容， 组织小篮球协会

等，极力普及篮球文化，“让每一位学
生都爱上篮球，掌握一定的篮球基本
功。 ”

舜德学校的篮球活动涵盖学校课
程内外。体育课中包含大量的篮球教学
内容，每周星期二、星期三下午 4 点至
5 点，是该校 200 多名篮球社团成员的
训练时间。该校把中国篮球的三大法宝
“快、灵、巧”巧妙地编进韵律操内，设计
了原地“运球、传球、投篮”动作。 此外，
该校每年还会积极组织班级篮球联赛，
开展篮球特色周等。

“上了篮球场，我就特别开心。”“篮
球让我重拾自信，在学习和生活中也更
加注重团结与合作”……在浓郁的篮球
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心底里接受
并爱上篮球。 这所充满活力的学校，于
2018 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青少年校
园篮球特色学校”。

篮球场上，体验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彭静

护蛋过立夏

俗话说 “立夏胸挂蛋，
孩子不疰夏”。5 月 6 日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桂东县
第一完全小学开展了“护蛋
过立夏 ”主题活动 ，老师首
先讲述立夏节气的由来和
习俗，然后带领学生们展开
有趣的 “护蛋 ”游戏 ，如挂
蛋、画蛋、给蛋盖上小被子、
给蛋取名字、争做护蛋小英
雄等，使学生们在游戏中了
解传统文化。

郭长君 何为 摄影报道

探访非遗
“梅山棕编”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平 聂志刚）5
月 3 日下午， 涟源市湄江镇长春联校的
科普活动小组成员， 在辅导员老师刘喜
平带领下，驱车来到涟源市古塘乡，拜访
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山棕编”的传承人吴
方才老师，并参观他的“梅山棕编”工作
室。

湄江和古塘一带的人们自古擅长编
织斗笠、棕绳、蓑衣等棕织品，如今这些
东西已大部分为人们所遗弃。 在“梅山棕
编”作坊里，吴方才带领大家参观了神态
各异的棕编艺术品， 还手把手教孩子们
怎么编织。 小队员们感慨：没想到不值一
提的棕叶棕毛， 居然在生活中还能有这
么多用途。

演讲比赛礼赞祖国
本报讯（通讯员 奉立群）日前，新化

县水车镇中心学校上演一场以“我为祖
国点赞”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参赛选手声
情并茂、慷慨激昂的动人演讲，引爆了现
场 1800 余名青春学子的拳拳爱国心。

决赛现场，层层选拔出来的 27 名优
秀选手，衣食住行、家庭变迁、壮美山河、
灿烂文化、科技成就、精准扶贫等都成了
选手们礼赞祖国的具体素材。 演讲者踏
踏实实的获得感，深情真切的述说，引发
了现场观众的深深共鸣。

走进旧址，不忘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 龙松霖）近日，新晃

侗族自治县兴隆完小组织六年级 260 余
名师生及部分家长，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研学之旅，让学生走出课堂，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感受历史的厚重， 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实效。

在芷江受降纪念坊， 伴随着讲解员
的讲解，240 名“小研学者” 瞻仰珍贵实
物，观看相关事迹视频，了解国情、增长
知识。

贫困学子享关爱
本报讯（通讯员 阳小勇）“仕霖，来

试试这件衣服，看合不合身？ ”近日，隆回
县六都寨镇中心小学 155 班学生阳仕霖
穿上了老师刘桂平给他买的新衣服。 当
天， 刘桂平还送给他几本作文书和一些
学习用品。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到刘桂平
的爱心物品。

阳仕霖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 兄弟俩从小就由年迈
的爷爷、奶奶照顾。

2018 年下学期， 刘桂平担任 155 班
数学教学。她特别关注到了阳仕霖，发现
他性格内向， 显得很羞怯， 上课一言不
发，似乎心事重重。 下课了，他只是坐在
自己的位置上，默默无语，东翻翻，西摸
摸，不跟其他学生一起玩。“这孩子怪可
怜的，我一定要加倍关爱他，让他感受温
暖，感受幸福。 ”刘桂平对笔者说。

从此， 刘桂平就像阳仕霖的母亲一
样，带着他一起吃早餐，给他增添新衣。

上课时， 刘桂平总是给予阳仕霖更
多鼓励，先让他回答简单的问题，只要他
回答正确，就让全班学生鼓掌表扬。 下课
后，刘桂平与阳仕霖聊天，讲故事，带他
一起做游戏、打乒乓球……渐渐地，阳仕
霖变得开朗了，上课举手回答问题，下课
和同学一起快乐地玩。

音美专业生
“烹调”别样班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锋）近日，平江四中
音美专业 368 班举行了新潮的《你不知道
的我》主题班会。艺术生们自导自演了一台
包含歌唱、朗诵、器乐、舞蹈、现场采访、画
作展示等多种元素的德育主题班会， 用良
好的艺术素养展示了拼搏奋进、感恩成长、
自信阳光的艺术生风采。

学生李晨星作了《决不放弃》的动人演
讲，她回顾了从含泪擦掉画得“四不像”画
作时的憋屈， 到明白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立
足于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的成长历
程， 道出了所有艺术生的心声： 路就在脚
下， 选择了就不怕后悔， 坚持下去定会成
功。接着，精彩的才艺表演与现场采访穿插
进行。

“让快乐与成功共享， 唱响我们的青
春，实现人生的自我，创造生命的辉煌，我
要成功，我会成功，我能成功！ ”最后，班会
在 63 位艺术生们铿锵的《我爱我家》班级
誓词中完美谢幕。 此次活动， 创新了该校
“认识自我，牢记责任”的德育课堂。

京湘两地
教学思维碰撞

本报讯(通讯员 戴术林)4 月 30 日，一
场京湘两地的思维型教学主题交流活动在
湘潭经开区九华和平小学举行， 该校和中
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的 3 位教师
分别展示了数学、绘本、学思维活动课程。 3
堂课聚焦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体现
思维能力与各学科之间的有效融合。 包括
省、市教研员、大学教授、校长教师代表等
在内的 170 余人参与了活动。

据了解， 九华和平小学于 2018 年 12
月与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签约
成为友好交流合作学校， 本次活动也是两
校之间的校际教学交流活动。 两校负责人
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在师生交流、 教学研
究、队伍建设、校本特色等领域的合作，积
极推动落实多领域、 多形式的深度学习与
交流，思维型教学也将继续向纵深发展，为
双方的教育教学改革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吴本智）5 月
6 日，笔者从省文明办获悉，城步
苗族自治县希望小学荣获湖南省
2018 届“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这
是该校继近年来获得省“文明美德
学校”、省“安全文明校园”等称号
后的又一殊荣。

据了解，该校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抓好思想引领，打好
文明校园精神底色，着力打造校园
好习惯，营造文明氛围，寓教于景，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有力促进
了广大师生文明修养的进一步提
升。

本报讯（通讯员 刘希平）4 月
30 日上午和 5 月 2 日上午， 湘潭
县云龙中学分两批在综合楼六楼
会议室召开了高一年级新高考改
革培训会。

该校副校长张斗修对新高考

背景下试题的变化和考查趋势进
行了分析，并通过列举不同类型的
例子，将改革前后的志愿填报流程
进行了对比，使在场的学生和家长
对新高考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
了解。

本报讯（通讯员 赵大莲）近
日，澧县一中首届校园合唱节激情
上演。该校高一年级全体师生及学
校领导参加。

澧州澧好合唱团和澧县一中
教师联队以一曲《看山看水看中
国》 唱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
盼、对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喜悦与
自豪！ 高一年级 25 个班级分为 12
个小组联袂演唱了《黄水谣》《浏阳

河》《保卫黄河》《我和我的祖国》等
歌曲。学生们精神昂扬，激情高歌，
唱出了新一代青年的家国情怀，唱
出了保家卫国、实现民族振兴的责
任和担当。

据悉，校园合唱节是澧县一中
重点打造的一项主题教育活动，旨
在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激发他们爱国、爱家、爱人
民的使命感。

新高考改革家长培训会干货多

城步希望小学再获省级荣誉

唱出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