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略 李杨）近
日，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举办
“信息制胜”影视展，为学员们了解信
息化战争、 感受信息化战争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

据悉，此次影视展只是该学院“系
统工程科技文化节”中的一项活动，科
技文化节从 4 月下旬开始，8 月结束，

还有“大家讲坛”、兵棋推演大赛、“猎
人行动”定向越野竞赛、“一战到底”知
识竞赛等十余项活动同步展开。 该学
院领导介绍，此次科技文化节，旨在打
造学院科技文化品牌， 同时也为学员
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是丰富学
员课余生活的重要载体、 提升学员整
体素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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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世日 陈庆华）
“呜！呜！……”6 月 13 日凌晨一点，江华
瑶族自治县码市镇大雨瓢泼，还未入睡
的该镇启汉小学校长杜玉梅、副校长陈
秋生被不停响起的警报震住了。

参加过 2013 年抗洪抢险的杜玉
梅、陈秋生立刻高度警觉起来，组织学
校行政人员开始对学校校园及周边的
洪水漫涨情况进行巡逻。

“不好，校园外的农田已经是一片
汪洋，大雨一直在下，水将会倒灌进来，
男生宿舍一楼就会漫水，必须要保证学
生安全。 ”凌晨两点半，该校教导主任奉
开鹏、宿舍管理员于杰在寝室右侧查看
完排水情况，立刻汇报。

雨，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要绝对保证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

凌晨三点，杜玉梅、陈秋生、张丙龙、郑
春艳、 伍绍林等行政领导召开碰头会，

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碰头间，学校又有
一批老师闻讯起床。此时，突然停电。杜
玉梅、陈秋生将备好的手电分发给老师
们。

凌晨三点半，洪水从学校旁的稻田
漫过排水沟倒灌进男生寝室，而且水势
越来越凶猛。“同学们，我们去别处睡，
一楼进水了。 ”副校长张丙龙赶紧带领
10 多位老师有秩序地跑进男生宿舍一
楼， 抱着学生迅速撤离到新教学楼二
楼。 同时，安排几位老师将学生的被子、
衣服、行李箱都放到高铺。 何兰老师陪
着趴在课桌上休息的学生，缓解他们的
精神压力。

凌晨四点左右，洪水开始从学校大
门口的水沟倒灌进学校校园。 学校领导
分工合作，一队带着几位高大的男老师
将食堂的物资转移到二楼，另一队到一
楼办公室、教室关电，拔掉多媒体电源，

把重要的文件和教学资料整理好放到
安全的地方。

这一忙便到了早晨六点。 雨渐渐小
了，天逐渐亮起来了。 还没休息的老师
们又开始奋战了，他们开始组织一些离
校近的家长来接孩子。

“同学们不要担心，现在很安全，洪
水在慢慢退了，你们的家长也很快就来
接你们回家， 学校也提前订购了包子，
保证你们不会饿肚子。 ”各班班主任安
抚还没被接走的学生。

早上八点半，除班主任外，所有老
师和学校领导开始对教学楼、小广场进
行清理、消毒。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奋战，
将校园清扫得干干净净！

“因为塌方等特殊情况没有家长来
接的学生，就跟我吃、住。 ”几位还没有
被接走的学生也被杜玉梅安排好了。

洪水漫进校园，启汉小学度过不眠夜

薪火相传

“穗尖蝴蝶飞，禾下稻鱼肥”。 6 月 14 日，在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近
50 米长的文化墙上，由 30 名师生联诀绘制的苗画，引得路人连连点赞。 据了
解，苗画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描绘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劳作
以及图腾的自然状态和场景。 图为湘西苗画国家级传承人梁德颂在现场给师
生示范苗画绘制，学生在与苗画零距离的接触中，熟知和亲近传统文化，做非
遗文化的践行者和代言人。

王萌贞 彭彪 摄影报道

无私奉献扬师德
本报讯（通讯员 薛丛淑）6 月 17

日上午，郴州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出现
了暖心的一幕，一个小女孩在她母亲的
搀扶下，来到了学校书记室，将印有“灵
魂工程，万分感谢”和“德才兼顾，无私
奉献”的两面锦旗分别送到该校党支部
书记邱正春和运动康复教师魏露露、林
星星手里。

这名 5 岁半的小女孩名叫小敏（化
名），是一个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今年
4 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魏露露、
林星星 2 名运动康复教师得知小敏的
具体情况后，决定无条件为小敏做运动
康复训练。

2 名老师对小敏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评估，结合评估结果为小敏制定了有
效的康复计划和方案，每天中午安排 1
个半小时给小敏做个训。“虽然牺牲了
自己的午休时间，但是看到小敏的点滴
进步，还是很开心的！”两位老师笑着说
道。

小敏母亲细数女儿的进步，热泪盈
眶：“我女儿的进步离不开你们的专业
指导和默默付出，你们真的太伟大了！”

“红马甲”中考期间
奉献爱心

本报讯（通讯员 唐晖）6 月 18 日，
益阳市梓山湖学校考点， 迎来了 1542
名中考考生。 为了使考务工作顺利开
展，优化中考环境，该校政教处组织中
学部七年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在
校园每个角落，爱心“红马甲”为广大考
生持续献上浓浓的爱心。

志愿者们利用考试空隙和考试结
束时间段拿着扫帚、火钳、垃圾袋等工
具， 认真打扫考场四周路面、3 栋教学
楼 52 间考室走廊，仔细清除藏在绿地、
沟渠的塑料袋、废纸屑等杂物。 他们还
引导外校考生寻找考场，为考生和家长
们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据悉，6 月 17 日至 19 日中考期间，
该校每天均有七年级不同班级自愿报
名的 10名学生志愿者参加服务工作。

落户十二完小
本报讯（通讯员 秦维）6 月 14 日，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及郴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授予
郴州市十二完小为“雷锋小学”，并进
行揭牌仪式，这是郴州市首所“雷锋小
学”。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石大
华一行走进学校，参观学校“红领巾雷
锋之家”，查阅该校相关德育资料，聆听
学生讲解该校志愿服务活动。

主题式研修
助教师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赵光 陈广文） 6
月 14 日， 平江县栗山学区历时四个月
的农村小学作文主题式研修落下帷幕。

此次研修选取小学中高年级作文
教学这个薄弱点，通过课标学习、示范
教学、同课异构、返岗研修、一课三人行
等模式， 对来自一线的 80 多位年轻语
文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培训接地气，开眼界。

“教师巡河队”
护航学生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琼之 吴桂芝）

6 月 13 日中午， 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
镇洞坪学校校长吴可贵和几名教师沿
着姑召溪展开了巡河行动。 这是该校
预防学生溺水的一个缩影。

为防止学生贪凉下河洗澡， 发生
溺水等情况，学校成立以校长、校中层
干部、班主任和课任教师组成的“安全
巡河队”。 对洞坪电站、姑召至洞坪水
渠、大坪至洞坪河道、姑召烂桥至洞坪
河道开展常态巡河行动， 并做好巡河
记录。 从 5 月份以来，该校教师已累计
参与巡河活动 300 多人次， 此举深受
广大家长点赞。

消防演练进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晶晶 陈志强）

6 月 13 日， 沅江市草尾镇中心校校长
章学文主抓、 安全专干谢贡献负责的
学生安全逃生示范观摩活动在草尾镇
学校举行， 师生们在活动中掌握紧急
情况下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
法， 现场学习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
火。 草尾镇中心校辖区的各级学校及
幼儿园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全程观
摩。

四校联合剖析
德育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晓岚 ）立德树
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6 月 13 日上午，
攸县交通路小学教育集团首届德育论
坛活动在攸县钟佳桥中学举行， 集团
内部四所学校校长、副校长、行政人员
及各校优秀班主任共 40 余人参与了
此次活动。

活动主题为“用心、用情做一名智
慧型的班主任”。 各校优秀班主任进行
德育经验分享。 四位校长与各位班主
任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深刻剖析了班
主任的责任与影响， 总结了自己在德
育工作上的切身感受以及当前面临的
难题与困惑。

本报讯（通讯员 黎运洪 许馨丹）
6 月 13 日，5 名身穿“微光公益助学”
文化衫的张家界市选调生走进慈利县
高峰中学，开展公益助学宣讲，与学生
进行了一对一深度交流， 解答他们的
学习和成长困惑， 并根据交谈结果确
定建立“微光”档案的学生名单。

据了解， 该活动旨在发挥选调生

团体高素质、高学历的优势，通过开展
学习交流宣讲、分享大学生活等方式，
在中学生群体中传播“知识就是力量，
教育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从而激励学
生们树立远大理想， 向着理想努力学
习，继续深造。 据悉，该活动成员还将
继续深入慈利县各学校宣讲引领正能
量。

“微光”宣讲励“大”志

十余项活动打造科技文化品牌

郴州市首所“雷锋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