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自 6 月 20 日启动以来，一声声充满激情、
抑扬顿挫的读报声响遍了三湘四水 ，截
止 7 月 15 日，全省 14 个县（市）区、40 多
所大中小学及学生托管培训机构 、16000
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湖南安全技术职
业学院、长沙市开福区自安小学、长师附
小 、创远小学 、春建小学 、浏阳河小学发
来大量朗读视频， 培训机构贝尔安亲全
力参与， 将动员全省 100 个分校区、5000
学员参赛……

“今日之中国，从奋斗中走来；未来之
中国，在奋斗中开创。 追梦征程上，每个人
都是奋斗的主角、都有一份责任，将小我
融入大我，就将积聚千里奔涌、万壑归流
的洪荒伟力。 ”读国家大事，读经济发展、
读科教文卫、读家乡建设……在一声声朗
读中，青少年们了解时事，关注社会，培养
家国情怀。

少年读党报，梦想正青春；少年有梦，
国则益盛！

7 月 12 日上午， 朗读者活动在株洲
全面启动， 百余名师生聚首炎帝广场诵
读《湖南日报》，学习新思想，传递正能
量，以此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此次由株洲市教育局、 共青团株洲
市委、湖南日报社株洲分社主办，株洲市
邮政分公司承办的活动， 是株洲市委组
织的“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系列文化
活动之一。 旨在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扩大党报党刊覆
盖面和影响力，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 培养全市青少年学生和市
民学党报、用党报的良好习惯，展示学生
才艺、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株洲市分公司总
经理段皓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株洲
邮政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把美丽株洲寄
出去”；在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将邮文化
送进校园。 株洲邮政不仅要做人们眼中
信件的传递者， 也要做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播者和党的声音的传声筒。
株洲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建国表示，株

洲市教育局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提高站
位，担起责任，打造思政新课堂；守正创
新，媒体融合构建教育新格局；不忘初心，
书写建设新株洲华丽篇章，真正把湖南日
报朗读者大赛活动做实做细，使人人都当
写作家、个个都成传播者。

湖南日报社编委禹振华说， 湖南日
报朗读者大赛是媒体融合时代全民“新
阅读”的一次有益尝试，为读者提供智能
化、全媒体的信息服务，为大众搭建起各

类主题服务的知识平台和智能空间。 他
希望全市各级学校，从今天开始，开设党
报阅读课，将读党报、用党报融入到课堂
教学和思政课堂中去。

活动现场， 柏乐美艺术培训学校的
师生声情并茂地朗读了《动力谷就是诗
和远方》，为大众呈现大时代背景下醉美
株洲的世情画卷， 向观众传达了株洲在
中国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 激励大家为
株洲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为书香株洲的
打造、 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升奋力
前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灵魂修
炼和自我革命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7 月 5
日上午，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文体
活动中心传来了一阵阵精神饱满、抑
扬顿挫的读报声。60 余位参加 2019 暑
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代表走
上舞台，朗读《湖南日报》7 月 1 日评论
员文章《永葆初心，就是最好的纪念》，
用自己热情洋溢的青春之声为建党 98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同时
拉开了朗读者大赛走进湖南师范大学
树达学院与支教活动伴行活动的序
幕。

树达学院党委书记周玉波说，该
院暑期三下乡活动已开展了十余年。
此次该院派出了 6 支支教队伍、 共 92
名师生分别去往新化县上梅镇枫林中
学、安化县小淹镇中学、华容县操军中
学、宁乡市龙田镇横岭小学，为这些地
方的孩子展示兴趣课程， 打开看世界
的一扇窗。 恰逢朗读者大赛走进树达
学院之际，学校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
构建由学校、社会、家庭、学生组成的
“四位一体”育人机制，用乡村孩子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 坚定
理想信念， 给他们以人生启迪和精神
力量。

“我平时就很爱读报，最喜欢读时
政新闻和重要的评论员文章， 这次支
教， 我会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朗读者
大赛,让孩子通过此次活动展示自己，
更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活动使阅读成
为一种习惯。 ”树达学院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大二学生范增说， 他即将前往
支教的学校是宁乡市龙田镇横岭小
学。那里地势偏远，许多孩子都是留守
儿童，家庭比较贫困。趁着朗读者大赛
的契机， 他会每天为孩子们上传一段
读报视频， 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也有展
示自我的机会。

“青年读党报，朗读的是文章，彰
显的是初心。 ”周玉波表示，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 树达学院已将湖南日报朗
读者大赛树达专场作为学院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主题活动。

“读书足以怡情，足
以博彩，足以长才。 ”7
月 7日，朗读者活动在
桃源县启动，来自桃源
县教育局、各中小学校
的教育工作者集聚一
堂，共同探索融媒时代
提高学生朗读能力、培
养学生家国情怀、推广
校园阅读的新思路。

桃源县教育局分
管教研工作的副局长
魏启新表示， 此次研
讨会上， 各所学校有
关校园阅读的成功理
念和实践经验将是日
后全面推广校园阅读
的基础，与此同时，聚
合媒体资源， 对推广
校园阅读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

“让孩子变聪明的
方法，不是补课，不是
增加作业量， 而是阅
读、阅读、再阅读。 ”桃
源县教研室小学语文
教研员、 特级教师龙
韦宏提出“1+X”的阅
读理念， 提倡“学一
篇，带多篇，甚至学一
篇，带多本。 ”她强调，
阅读可以涵养心性，
让学生会思考、 会发
现，会为人处世。

桃源县漳江小学

副校长戴成松希望“报
刊杂志和新媒体更多地
走进校园生活中来”，通
过组织一些主题阅读活
动， 给孩子们提供展示
的平台，带动学校校刊、
公众号的发展。

“最是书香能致远，
腹有诗书气自华。”桃源
县桃师附小的余雪平老
师表示， 校园文化是塑
造人气质和灵魂的磁
场。“书籍是全世界的营
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
像鸟儿没有翅膀。”桃源
县青林乡中心校的徐雯
老师表示， 如今孩子基
本上不缺物质， 缺的是
精神和心灵的滋养，而
让孩子精神和心灵得到
成长的方式就是阅读。

“希望孩子们在
‘悦’读中成长。”会上，文
萃传媒公司副总经理黄
芳介绍了深受中小学生
喜爱的期刊———《放学
后》杂志。《放学后》是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
荐的优秀少儿期刊，这
次承办首届“邮政杯”湖
南日报朗读者大赛，也
是媒体融合时代推广校
园阅读的一种新方式。

打造书香株洲，开启全民“新阅读”

与支教伴行，
在山区诵响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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