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培训
提升业务素养
本报讯(通讯员 邓为)7 月 3 日

至 7 月 5 日， 株洲市高家坳小学开
展了为期三天的校本培训。 本次培
训以“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深化素质
教育”为主旨，以“素质教育”“终身
学习”“教师核心素养” 等理论为指
导，面向全员，立足岗位，注重实践，
形式多样。 培训内容的包括教师外
出学习汇报、师德师风培训、教师电
脑办公技能培训等。

在这几天的校本培训中，6 位
外出学习老师代表， 倾情分享了他
们学习的所见所闻所得。 他们的分
享， 让老师们看到了发达地区和优
秀学校的先进经验， 让大家领略到
了专家名师的深厚底蕴， 更让老师
们了解了课堂创新创优的宝贵方
法。

本报讯 （通讯员 林满仔）7 月 4
日，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学校利用学
生到校领通知书的机会， 多形式宣
传暑期安全教育知识， 上好本学期
最后一节安全教育课。 各班班主任
根据班级学生具体情况， 宣讲暑期
防溺水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

人身安全、 防灾减灾安全等安全知
识， 将防溺水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进行宣讲。

据悉，该校还通过班级群、发放《暑
假安全致家长一封信》、 随访家长等形
式，力争将暑期安全教育工作做到让学
生和家长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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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洒侗乡娃

“报告，我出院回家了”
本报讯（通讯员 陶金生 彭波）7 月

1 日上午 8 点左右，安化县东坪镇中学全
体行政人员正在召开周前行政会，“报
告，我出院回家了！ ”一声清脆的报告声
传来，校长曹文武开门一看，站立在眼前
的是 1617 班学生蒋贤。

蒋贤将“爱生如子 德才兼顾”的锦
旗送到曹文武手中， 动情地说：“感谢学
校的救命之恩，我出院回家了。 ”

这背后感人的故事要从 5 月 17 日
讲起，当天上午 10 点 46 分左右，蒋贤
参加安化县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男子
1000 米跑项目， 他以 3 分 38 秒的成绩
冲过终点后，出现面色苍白、四肢无力
的症状， 两名同学立即上前左右夹扶，
体育教师田海成从后抱住他。 突然，蒋

贤呼吸骤停， 田海成随即将其平放地
上，校医立马开展急救措施（心肺复苏
和人工呼吸）。

状况突发后， 学校第一时间拨打
120， 把蒋贤送往安化县人民医院医治，
诊断为热射病， 立即转入重症监护室治
疗。 安化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对此事高
度重视， 召开专题会议， 尽最大努力支
持、帮助家长，抢救学生。

据了解，热射病是一种致命性急症，
通常在夏季高温时发生。 由于高温引起
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 体内热量过度
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以高温和
意识障碍为特征，死亡率高达 60%~80%。
经安化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 蒋贤逐步
恢复生命体征，几天治疗后，他被送往湘

雅医院继续医治。
蒋贤家境贫寒， 在安化县人民医院

已经花费十几万元， 转院到长沙的后续
治疗费更高，家里已无力承担。

面对这种情况， 学校校团委发起
了校内捐款倡议、 水滴筹等爱心募捐
活动，全体师生、社会爱心人士的爱心
捐款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爱潮。 数天内
募集的爱心款达 30 多万元。 在大家的
关爱与帮助下，蒋贤于 6 月 30 日痊愈
回家。

“我虽然错过了今年中考，却赢得了
人间的真情，我一定会活好当下，感恩回
报所有人。”蒋贤如是说。当天，在家人的
陪同下， 蒋贤给安化县教育局和镇中心
学校送去了锦旗。

7 月 5 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镇洞坪学校，广州体育学院杨兰老师带领的 8
名学生为期四天的支教活动在“三下乡”汇报演出中落下帷幕。小朋友可爱的手语
舞、灵巧的手工展示，支教团队的南拳、芭蕾……演出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据悉，支教团为 42 名孩子们开设了舞蹈课、声乐课、手工课、体育课等多项课
程，极大地丰富了侗乡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田元春 吴桂芝 摄影报道

家庭共读党报
本报讯（王德和）7月 3日，长沙

市开福区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创远小
学迎来了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
朗读者大赛活动，300 名小朋友在

“读党报、颂祖国”的主题朗读声中，
开启了“小手牵大手”家庭共读党报
活动的序幕， 他们的暑假作业也增
加了一项有益、有趣的“互动游戏”。

“开展《湖南日报》朗读者活动，
既锻炼孩子们的朗读能力， 培养其
自信、热情的品格，又培养孩子们关
心身边事、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涵
养其家国情怀。 ” 该校校长聂良红
说。

为了将读报活动做细做实，学
校每天在下午 2 点 25 分到 2 点 30
分开设专门的校园读报时间。 同时
将《湖南日报》朗读者活动作为暑假
作业来布置，开展“小手牵大手”家
庭共读党报活动， 鼓励家长带领孩
子共同学习，让孩子们愿读报，喜读
报，读懂报。 形成师生共读、亲子阅
读党报的常态化机制。

暑期支医支教
本报讯（通讯员 肖春辉）7 月 7 日，

长沙医学院“医心向阳”团队 57 名 90 后
大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涟源市
七星街镇仙洞村，兵分三路，开展为期一
周的支医、支教、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该团队在仙洞联校搭建“爱心义诊
室”，为当地村民进行口腔检查、血压测
量、 中医推拿按摩等医疗服务。 与此同
时， 志愿服务团队支教组通过绘画、舞
蹈、音乐、讲故事等多种形式，搭建了一
个与留守儿童进行良好沟通的平台，丰
富了留守儿童的暑期生活。 为了充分了
解当地村民对口腔保健知识的掌握情
况， 志愿服务团队走村访户进行问卷调
查，并将调研统计结果反馈到相关部门，
为其提供第一手资料。“医心向阳”团队
的这一义举深受当地群众的好评。

脱贫攻坚政策
落实走访

本报讯（通讯员 唐光能）7 月 7 日
上午 8点， 湘潭市第十七中学党支部书
记刘睿明带领学校扶贫教师前往扶贫联
系点———湘乡市泉塘镇双托村开展“两
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调研走访。

全体扶贫教师根据扶贫对象住址
分为三个走访组，每个组由一名村干部
带领开展工作。 扶贫小组深入贫困户了
解实际情况， 逐项询问“两不愁·三保
障”、 医疗保险补助以及义务教育子女
的入学情况， 并将实际情况登记在册。
随后，党支部还向每一户贫困户发放了
防暑降温药品。

学生拾金不昧
显美德

本报讯 （通讯员 钟俊菲 方
乔 ）“三名同学在金钱面前没有动
私心的行为，已远远超过了金钱本
身的价值。 ”7 月 2 日上午，桂东县
沤江第二完全小学来了两名“世佳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
他们给该校六年级学生钟若玲、朱
玉玲、朱德先送来了一面印有“拾
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对学生
的善举表示感谢和表扬。

据了解，钟若玲、朱玉玲、朱德
先前几日在小区内玩耍时，意外发
现 2000 余元现金，三人在原地等待
失主前来认领，等了很久仍没等来
失主， 三人决定把现金交给保安，
再由保安把钱交给该小区物业寻
找失主。 目前，小区物业已找到失
主，现金已如数归还。

“近年来，我们大力开展‘规范
学生行为，争做文明学生’养成教
育， 这几个孩子拾金不昧的行为，
充分体现了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展现了良好的社会公德，是我校的
典型模范。 ”该校校长王亮飞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梁天胜）7 月 5 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长山村的 85 名
山里娃、12位家长从省城长沙安全返回
江华， 结束了为期 4 天的研学活动，研
学费用全部由中南大学提供。 这是中南
大学定点扶贫江华工作的一个缩影。

研学活动中， 孩子们走进中南大
学，听取了国学、科普讲座，参观了粉末
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高速列车研究中
心、铁路园等，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我

将来想来这里读书。 ”初三刚毕业的吴
荣花说。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教育
部部署， 中南大学 2012 年正式启动定
点扶贫江华瑶族自治县工作。 2015 年
开始在大圩镇长山村驻村扶贫。 多年
来， 中南大学结合当地实际和学校优
势，通过教育、医疗、电商扶贫，有针对
性、有重点地开展扶贫工作，取得了丰
硕成果。

瑶家山里娃走进中南大学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军 王需要）7
月 3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实验学校
党总支组织 79 名党员参观了全国“精
准扶贫首创村”十八洞村。

全体党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考察足迹，一边参
观一边感受，一边学习一边交流，深切
感受着精准扶贫给该村带来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详细了解了当地精准扶贫取
得的成效。

十八洞村以党建带动脱贫，用扶贫
促进基层党建的鲜活实例，激励了各位
党员，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良好的精神
风貌和更加饱满的热情把十八洞村的
先进理念、经验实践运用到学校脱贫攻
坚和办人民满意学校的工作中去。

别样主题党日活动

上好最后一堂安全教育课

乡村娃获赠爱心书籍
本报讯（通讯员 赵光 陈广文）7 月

6日上午，平江县伍市镇永新小学迎来了
远道而来的客人———湖南尚向建设公司
的总经理谢小鱼一行 20多人。 他们给乡
村小学的孩子们送来了 400册书籍，2 个
书架， 特别为 6 名家庭贫困但成绩优异
的学子捐赠了 4100元爱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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