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龚立红）5 月
10 日， 宁远二小阳光体育节拉开
序幕。 此次运动会以“童心向党
健康成长”为主题，分为大课间展

示、才艺表演、田径项目三部分。
360 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场外啦啦
队员们，呐喊助威，共享运动的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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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一中肖海波老师作为湖南省
5 名青年代表中唯一一位基层教师，受
邀参加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成
为社会关注焦点。 邵东县政府党组成
员、副县长贺铁民要求县教育局、团县
委等相关部门， 结合学习贯彻大会精
神，大力推介肖海波老师的先进事迹。

本报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后，于 5 月
8 日推出整版报道《不惧嘲讽 80 后教
师带学生夺 600 项大奖》， 细述肖海波
老师坚守科技创新教育之路的故事。报
道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学生纷纷来信或
来电向记者讲述自己与肖海波的感人
故事。

学生圈里的人气王
讲述人：贺揽月，邵东一中毕业生，

现为中南大学大四学生。
高中时， 肖老师任教思维创新课，

他清晰的讲课思路以及幽默风趣的语
言风格深深吸引了我们。在课业繁重的
高中生活中，找他聊天，倍感轻松。可以
说肖老师是人气最高的老师。

我高一成绩不算特别冒尖，月考失
利过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肖老师有

了互动。“是没有休息好还是老师讲的
内容没有消化？ 好好总结一下，下次考
试争取上一个台阶。 ”肖老师的分析和
鼓励让我信心很足。 不知不觉中，我形
成了定期分析总结的习惯，这也成了我
高二高三成绩稳步提升的重要因素。我
们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赛前心理按摩师
讲述人：张肇翔，邵东一中毕业生，

现为重庆大学大三学生。
2013 年， 由于学校机器人老师生

病住院， 肖老师主动提出带队参加省
赛。当时，肖老师并不擅长机器人领域，
他细心地去了解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的整个流程，寻找其他学校的机器人老
师对我们进行辅导， 整个过程尽心尽
责。

有一天晚上， 我突发急性肠胃炎，
肖老师凌晨三四点钟带我去医院输液，
一夜无眠，第二天仍准时带队参赛。 很
多人赛前都很紧张，肖老师给我们进行
了心理按摩，激励大家“只要放手去做，
超越自己之前的成绩，取得进步就是胜
利，做到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行”。 比

赛时，肖老师在一旁认真观赛，并针对
比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最终我们学校代表队荣获湖南省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一等奖。

自主招生“专家”
讲述人：甘理，邵东一中毕业生，现

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肖海波老师是我高中时期的辅导

老师，每每想起肖海波老师，我仍然记
忆犹新并且十分怀念。

我曾经报考了中南大学自主招生
考试，当时只有面试环节，但我自身更
擅长笔试。 我非常担心自己因不善表
达影响考试成绩，心里一直不安。 肖老
师得知后， 在百忙之中抽出五六个晚
上的时间辅导我。 肖老师有针对性地
对我进行模拟面试， 迅速提升我的逻
辑思维能力， 并对我答题时的声音大
小、语速快慢等细节进行纠正，不厌其
烦。 最终，我在面试中沉稳、镇定，取得
了好成绩。

看到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取得进步，
是肖老师最开心的事情，我也因遇上这
么一位优秀的老师而感到高兴。

《不惧嘲讽 80后教师带学生夺 600项大奖》后续：

学生纷纷来电讲述恩师情
本报记者 彭静

幼儿趣学民俗
“老玩意儿”

本报讯(记者 彭静)5 月 10�日上午 9
点， 由长沙高新区教育学会学前教育分
会主办、 高新区中心幼儿园金南园承办
的“传统文化的喜乐会”活动开启，该园
亲子齐上阵，挑战舞龙舞狮、抬花轿、扎
染等民间传统文化， 民间艺人和家长代
表为孩子们表演黄梅戏、花鼓戏、京剧等
传统民间艺术，并现场传授孩子们糖人、
糖油粑粑等制作技艺， 让孩子们在趣味
游戏中感受传统民间艺术魅力。

根据游戏攻略图，记者看到，此次喜
乐会的户外游戏，共设置了舞龙舞狮、抬
花轿、划旱船、打蚌壳精、踩高跷、写对
联、剪窗花、扎染、做鞭炮、猜谜语等不同
主题的活动区域，根据游戏规则，孩子们
每参与一轮游戏， 会得到相应的模拟币
奖励， 可以用来购买美食街上的传统美
食小吃。

该园还把民间艺人请进校园， 用艺
术形式让孩子们打开眼界。 糖人、马复胜
传统小吃、糖油粑粑、臭豆腐等摊位前，
不乏观摩和尝试制作的孩子、家长。

不少家长和孩子也将传统文化搬上
了舞台。 大班幼儿表演《说唱脸谱》，一举
一动，气势十足。 杨子旭的爷爷、奶奶自
编表演舞《逛新城》，以风趣幽默的动作
引得大家频频发笑……该园还特邀嘉宾
表演了木偶剧、 黄梅戏、 京剧等传统文
化。

来自高新区学前教育学会的 30 余
名专家、园长及老师现场观摩，并就“如
何在幼儿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开展专
场研讨。

集体推进课题研究
本报讯（通讯员 陈刚 刘立新）5 月

9 日下午，临武县一完小召开《小学古诗
文微课资源的制作和运用研究》课题研
究推进会，总结前期工作，并形成了下
阶段研究思路。 课题主持人李小艳就如
何制作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微课作了具
体指导。

好青年救人不留名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纪新 谢玲 曾琴)

5 月 8 日，笔者来到新邵一中，采访了一
名救人后不留名的好青年， 该校 512 班
的一位普通学生张晨曦。

3 月 9 日晚上 9 点 20 分， 张晨曦像
往常一样从学校往家赶，途中，他发现一
名少女双脚站在新邵二桥护栏外窄窄的
凸起处，双目紧闭。 他心里咯噔一下，“有
人想跳河”。 于是他本能地跨过去，双手
紧紧抓住少女的双臂，并与她进行交流。
女孩浑身散发浓烈酒气，泪流满面，并不
理睬张晨曦的好意，还在不断挣扎着。 张
晨曦心里非常紧张， 但马上安静下来，
说，“姐姐，你安静一下，我手有点疼。 ”女
孩才停止挣扎。 张晨曦暗示其他同学走
远一点报警。 3 分钟后，张晨曦与一位 50
岁的老人，合力把女孩抱过桥栏杆。 1 分
钟后，警察赶到，张晨曦悄悄离开。

张晨曦说，当时并没多想，只想挽救
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任何一个路过的公
民该做的事”。

据 512班班主任郭双喜介绍，张晨曦
品学兼优，是班里一名班干部，人不但热
情而且很懂事，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

茶文化进校园

近日，益阳市梓山湖学校举行茶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国家高
级茶艺师宋喜梅老师的带领下选茶、辨水、选具、投茶，反复操练着冲泡
技艺，眼神专注，动作优雅。

该校团总支书记周静宜介绍，益阳黑茶文化名扬海内外。 “茶文化
进校园”有助于让少年儿童从小了解家乡的青山绿水、自然风物，树立
起“知茶性、明茶理、爱家乡”的意识。

唐晖 摄影报道

师生“火”场有序撤离
本报讯（通讯员 郑学劲）5 月 10 日，一

场消防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在澧县九澧实验
小学举行， 该校 3000 多名师生紧急疏散，
澧县消防应急救援大队派出三辆消防车参
与实战演练。

演练前，该校对演练现场环境、疏散通
道、 人员规模及演练过程中的安全保障等
各个环节制订了严密的工作方案。 通过这
次活动，全体师生了解了消防知识，强化了
消防安全意识， 掌握了火场逃生以及预防
火灾的基本方法。

校友为母校
设奖励基金

本报讯（通讯员 方发贵 郭光宇）5 月
9 日，岳阳县二中举行第十届“光亚”奖励基
金颁奖大会，46 位优秀教师和 137 名品学
兼优的学生获奖励。

“光亚” 奖励基金由岳阳县二中 1990
届校友、 广州光亚集团董事长潘文波于
2010 年设立，原计划每年向母校捐资 10 万
元，连续 20 年不间断，以奖励优秀教师和
品学兼优、刻苦学习的学生。 今年捐资金额
已追加至 20 万元。

汉寿一教师
获全国书法大奖
本报讯（通讯员 帅娟）第六届全国教

师现场书法创评获奖名单日前在京揭晓，
汉寿县岩汪湖镇中学教师徐华强名列其
中，常德市仅此一人。

本次比赛， 通过层层选拔，312 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书法教师参加了现场创评。 徐
华祥老师创作的书法作品“过关斩将”脱颖
而出，喜获三等奖。 这也是自去年“湖南省
第四届教师书法艺术展”后，徐华祥再获此
类殊荣。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琼 彭康
乃）近日，茶陵一中举行 35 岁以下
(含 35 岁 ) 青年教师业务知识考
试。 此次考试涉及语文、 数学、英
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等 9 门学科，与高三学生的高
考模考同题同步进行， 共有 42 名

教师参加本次考试。
青年教师业务知识考试是该

校狠抓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之一，对于促进青年教师强化专业
思想、提高学科核心素养、聚焦高
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

青年教师赴业务知识“大考”

360名运动员角逐体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