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溺水急救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周承熹 彭茜）近

日， 常德市武陵区滨湖小学全体师生，
开展了一次防溺水安全知识竞赛和溺
水急救演练，提高师生的自我安全防范
意识。

学校组织编写了防溺水的相关教
学资料，由班主任老师组织各班学生学
习后，以抢答的形式让学生牢记什么叫
溺水， 为什么会溺水及怎样预防溺水。
随后，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并在特邀
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溺水心肺复苏急救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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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日普法

6 月 26 日是第 32 个国际禁毒日，湘潭县“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全民
禁毒宣誓签名启动仪式在该县天易水竹学校举行。 领导及师生代表共计
600 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通过观看宣传片、集体宣誓、千人签名、发放禁毒戒毒宣传手
册、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宣传禁毒知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
的重要指示精神，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刘艳霞 肖锦瑞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亦瑶 通讯员 陶金生
李静 蒋志球)“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
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
为了让阅读之风吹得更广、 吹得更远，6
月 26 日，《放学后》杂志的编辑、记者们
来到安化县梅城镇东华中学， 为这里的
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青春、 关于阅读的
分享。

当《放学后》编辑部一行人出现在教
室时，学生们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神情，
大家挥舞起手中的杂志， 欢迎远道而来
的客人。《放学后》中学生杂志主编姚瑶
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放学后》杂志的前世
今生。 得知《放学后》杂志每期都能带领
学生们去各类博物馆、非遗馆，走进平时
难以接触到的大学实验室时， 大家不禁
发出了惊叹。“我们也能参加吗？”一名学
生好奇地问。“当然，每次活动我们都会
发布招募令，记得关注‘放学后杂志’的

微信公众号哦!”姚瑶热情地说。
“只要多阅读，就能写好作文吗？ ”

“对中学生来说，读什么书才好？”针对学
生们的疑问，姚瑶结合自身经历，从“告
别‘伪阅读’，学会在阅读中思考”“打破
兴趣的壳，走出阅读舒适圈”“多读经典”
等方面，为学生们传授经验。“阅读就像
玩游戏一样， 要循序渐进， 总卡在第一
关， 就会坚持不下去”“古代文人也爱发
弹幕，还组成了一个著名的‘男团’叫‘弹
幕 F4’”……幽默诙谐的话语，引来了学
生们的阵阵笑声。

姚瑶还告诉学生们， 做好读书笔记
以及大声朗读， 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吸收
阅读的养分。结合前不久启动的首届“邮
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学生们现场
进行了一场朗读比拼， 争夺“小小金话
筒”奖。由学生们推选出的优胜者获得了
《放学后》杂志独家定制的奖品。

短短一个小时的相聚， 学生们意犹
未尽。 在阅读本上， 一位学生动情地写
道：“今天编辑们的到来， 让我们感到惊
喜。耳边听着同学们互动的声音，手中不
停地翻阅杂志，一本小小的《放学后》杂
志竟然包罗万象，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懂
得很多。中学生的青春有烦恼也有梦想，
我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感， 化成文字，在
《放学后》上分享给大家。 ”

该校校长廖志中介绍，近年来，东华
中学把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放在了学校
工作的“置顶”位置上：各类阅读活动层
出不穷，教室里有阅读角，学校里有读书
长廊、图书室，可供学生阅读，在课程建
设上， 学校每个月还设置了专门的阅读
课。 往后，该校将继续打造书香校园，在
硬件和软件上探索更多可能， 让孩子们
可以抬眼看到书，伸手探到书，让阅读真
正为学生的梦想领航。

《放学后》走进东华中学 以笔墨为党庆生
本报讯（通讯员 贺扬文 黄巨

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近日，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中学党支部
组织党员及双江中学全体教师开展
书画比赛。 书法、国画、水墨画、油墨
画、剪纸、素描……参赛选手们以笔
墨为党的 98 岁生日送上美好的祝
福。

本次活动共选出 11 幅优秀作品
进行评奖， 获奖作品将统一装裱，在
双江中学美术室展览供教师们观赏。

见证孩子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袁洁霞）6 月 30

日下午，株洲市荷塘区美的学校召开
了 2019 年上学期期末家长会。

该校德育处主任郑琴霞用精美
的图片、真实的视频汇报了孩子们在
文明礼仪、文明就餐、文明礼让、文明
集会等方面的进步。

校长李妮虹回顾了一年以来孩
子成长的足迹： 文明习惯的养成，开
心农场的开垦，“我行我秀”六一社团
展示，课本剧展演，足球联赛，家长课
堂等，她代表学校感谢家长对每次活
动的支持与配合。 李妮虹还专门就暑
假安全教育进行了经验分享，对暑假
期间防溺水、交通、防火等方面进行
了安全教育，最后她希望家长在假期
中加强对孩子吃苦耐劳精神和坚毅
品质的培养。

68名教师
接受信息化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亿丰）6 月 28
日上午，由衡东县教育局统一安排的
培训人员对衡东县第九中学 68 名教
师进行了鸿合交互式智能触控一体
机培训，鼓励和引导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充分利用电子白板、交互式一体机
应用技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的
质量和效率。

培训人员从一体机的硬件介绍
和软件使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和演示，重点讲解了交互式一体机
在学科教学中的使用技巧。 介绍了多
种笔迹、字体、字号及颜色的变化，多
种便捷的擦除方式，多媒体文件的插
入、缩放、旋转、组合，以及丰富多彩
的应用工具，学科教学工具等。 同时
展示了设备自带的强大资源库，里面
囊括了针对不同学科开发的音像、图
片教育资源，为老师编辑课件及课堂
演示储备了海量素材。

名师工作坊
促农村教师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秦超）6 月 25 日
上午，浏阳市金刚初级中学辖区周珊
珊小学校长工作坊、胡莎莎小学艺术
工作坊在金刚镇挂牌成立。 自 2015
年 9 月首个名师工作坊成立至今，金
刚镇已建成八个名师工作坊。

据悉，工作坊所开展的丰富教师
研训活动，是促进中青年教师专业成
长的有力保障。 除此之外，名师工作
室的建成，也在教师队伍中营造出浓
厚的学习研究氛围，为学校教学质量
的提升提供了可靠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元春 尹敬
姚昕）“我们出书啦！ 出书啦！ ”近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幼儿园拿到新书的
老师们高兴不已，奔走相告。 建园 60
周年以来，该园收获了第一本属于自
己的书籍。

据悉，历经 4 年时光，该园参加的
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十二五”规划重点
课题《幼儿园教育活动资源建设研究》
子课题《幼儿园生活活动资源建设研
究》阶段性成果———《直击〈指南〉幼儿

园生活活动》研究丛书出版了。
该书以“培养幼儿懂得有序生活、

健康生活、文明生活”为指导思想，讲
解幼儿生活活动组织的基本理论与实
践方法。 以指导教师组织幼儿生活活
动八大环节为核心内容， 对幼儿园生
活活动的内容价值阐释、 各个年龄幼
儿的生活活动的内容目标、环境创设、
幼儿与教师行为指南、组织过程、常见
问题及策略进行了讲解，图文并茂、文
例结合、立足现实。

学生放假家长签离
本报讯（通讯员 胡三妹）6 月 27

日是一、二年级学生放假时间，为确保
学生离校安全，宁远一小再出新招：学
生放假离校时， 必须由家长到班主任
处签离，再接孩子回家。 此举一出，深
受广大家长点赞。

长期以来， 宁远一小一直把学生
安全放在首位， 每学期通过应急安全
演练、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等形式对
学生进行防溺水、防踩踏、防传染病、
防拐卖等安全健康教育， 引导学生学
习各种安全防范技能， 提高学生自我
管理、自我保护的能力，为学生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退休老党员
发挥余热

本报讯（通讯员 田辉 张明 黄梓）
6 月 27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体
校组织该校退休党员干部一行 10 余人
来到十八洞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使他们既开阔了视
野，又了解到家乡发展脉搏，能够更好
地为建设家乡建言献策，发挥余热。

大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红色路线， 来到
了总书记曾经座谈过的农户家中，参观
了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文化活动中
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听导游详细介绍了
十八洞村在基层党建、产业开发、村级
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本报讯（通讯员 肖大松）6 月 24
日至 30 日，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把这
周作为“食品安全宣传周”， 面向广大
师生和从业人员， 积极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活动，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该校充分利用校园网站、广播站、
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班级黑板报等阵
地和载体，开展寓教于学、寓教于乐的

食品安全健康教育活动。 各班开展食
品安全主题班会、手抄报比赛等活动。
学校举办食品卫生安全知识专题讲
座，组织食品卫生资料、图片展，举办

“学校食堂开放日”等活动。 引导师生
和从业人员自觉遵法守法， 并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 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和从
业人员开展针对性学习。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幼儿园出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