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唐高亮）近日，新
晃侗族自治县凉伞镇“双千双爱”工程
关心关爱贫困学生活动在凉伞中学举
行。 凉伞镇党委政府、县教育局资助中
心等领导参加活动。

经该镇关工委的牵线搭桥，新

晃县狮子岩电站党支部一行冒着
寒风冷雨来到凉伞，为该镇五所中
小学校的 150 名留守儿童和家境贫
困的学生送来贫困救助金 3 万元，
并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 早日成
才。

坚持住，我们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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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量出菜地长宽，按行距和
株距测算出能种白菜的颗数，再通过实
际划线栽种来验算……”随着老师布置
完任务， 同学们饶有兴趣地开始了测
量，一边计算，一边在菜地上划线验证。

12 月 17 日， 记者在浏阳市达浒书
江完小看见，该校五年级的数学课课堂
搬进了学校的菜园里。 教师黄庆新通过
纸上演算和手上栽种，让孩子们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了“间隔”问题。“以往老师
多是通过画图给我们讲授，现在将课堂
搬到菜地后，理解起来也更容易，还能
做到学以致用， 我们的学习兴趣更高
了。 ”学生们点赞道。

不仅是数学课， 其他科目的课堂

也时常走出教室。 语文课文《巨人的
花园》 中的巨人， 就是园子里那棵最
大的樟树； 写作课上， 学生们或蹲在
菜畦里细细观察， 或躲在果树丛中静
静倾听自然声音； 科学课堂在学习
《液体浓度和营养土的配比比例》中，
同学们在菜地的漂浮育苗池进行了科
学实验……

达浒书江完小是一所典型的农村
小学， 校园里有一个 20 亩的果园和一
个 2 亩的菜园。 从 2016 年起，学校就利
用这一资源优势，开展劳动实践示范基
地建设，并开设劳动实践课程，分设蔬
菜栽培、果树种植、家禽喂养、花卉培植
4 门课程。 课程内容由老师和家委会代

表共同商定，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劳动
课程， 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
点，设置不同的作业内容。

目前，达浒书江完小的劳动实践基
地里实行蔬菜和果树花木套种， 种有
桃、李、杨梅、枇杷等果树两千余株，养
殖土鸡、洋鸭、鹅等家禽，还基本实现了
蔬菜的自给自足。

“随着时代发展，乡村孩子也少有
实际劳动的机会了。 将学科课堂搬到劳
动基地， 开展跨学科的项目整合学习，
引导孩子们在真实生活、生产、生态中
体验、学习、实践，这也是学校正在探索
实践的新时代劳动教育！ ”该校校长杨
雪梅介绍说。

课堂搬进菜地果园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刘题端 潘志强

12 月 20 日，临武县楚江小学校园运动会上，万众期待的拔河比赛
精彩上演。 此次拔河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在啦啦队同学震耳欲聋的“加
油”呐喊声中，参赛队员鼓足了劲、涨红了脸、抓紧了绳，全力以赴奋力
争夺。啦啦队员扯开喉咙拼命喊，张开手臂用力挥。加油声、欢笑声此起
彼伏，好不热闹。 熊樱 周艳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尹吉灵）12 月 18 日，
已近年末，些许寒意，
室内却温润如春。 在
桂阳县龙潭中学的学
术报告厅和多媒体教
室里， 一场新进教师
教学比武活动正如火
如荼。

此次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教
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
力， 加快新进教师成
长的步伐， 努力打造
一支理念新、能力强、
业务精的优秀教师队
伍。 活动共有 33 名新
进和临聘教师参加，
分 A、B、C、D 四组，赛
前临时抽签决定上课
顺序， 每节课规定在

30 分钟内完成， 每组各设一、 二等
奖，指导老师奖若干名。

课堂上，他们循循善诱，为学生
答疑解惑，带着学生进行主动学习，
努力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构
建逻辑线索清晰的课堂结构， 创设
新颖活泼的教学情境， 运用喜闻乐
见的教学形式，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力求学
生在活动中获得知识， 在互动中启
发智慧。

33 位教师各有千秋，各具特色，
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 他们的精
彩演绎得到了听课老师们的赞许。

赛后， 评委对参赛选手的表现
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细致具体地指
出课堂教学中的亮点和有待改善之
处，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 B 组评课中， 英语教研组长
周爱凤从教师的课堂组织、 教学过
程及目标达成等方面给每个教师做
了逐一的点评， 并根据新教师课堂
上常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她
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只有在日
常教学中不断实践与反思， 才能让
我们从渐变到蜕变！ ”

通过本次活动， 不仅为新进教
师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同时也
为教师们提供了互相交流学习的机
会，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了
教师专业成长， 为进一步提升该校
课堂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李恒）2019 首届中
国移动电子竞技大赛湖南总决赛于 12
月 15 日在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举行。
从全省各个赛点脱颖而出的《英雄联盟》
Solo、《英雄联盟》团队、《炉石传说》三个
项目的参赛选手为现场观众上演了一场
电竞巅峰对决。

本次电竞大赛由中国移动双网双千
兆全程提供网络支持， 湖南全省共有
5160 名玩家报名参加预选赛，共进行了
226 场比赛。 而在决赛中，来自 S8 世界
冠军 iG 战队的职业选手也受邀登场，和
参赛玩家及观众现场过招。 除了精彩赛
事，比赛还设置了内容丰富的互动区域，
让到场玩家尽情享受这场全民电竞派

对。 时尚潮牌“动感地带”
也在决赛现场出现， 随着
5G 到来，焕新升级的“动感
地带”必将带来更多有趣的
内容服务。 湖南总决赛相
关信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
共获得 1.5 亿的阅读量，成
功登上当日热搜。

经过一天的鏖战，湖南
赛区最强王者终于诞生，获
得英雄联盟 Solo 项目冠军
的是来自常德的选手任波；
岳阳战队正月初五影业队
获得了英雄联盟团队赛冠军； 而炉石传
说项目冠军则被长沙小伙徐鑫涛获得。

其中徐鑫涛和正月初五影业队还将代表
湖南省出战 CMCC 全国总决赛。

城乡学校
结对共建

本报讯（通讯员 朱朝辉 程玲）“好
学校不用去远方，城西就是我们的榜样！
感谢督学区促成一段佳缘！”12 月 19 日，
南县明山头镇中心学校负责人符纯科在
交流学习后如是感叹。 当天南县第一督
学责任区组织明山头镇中学到南县城西
中学结对共建共话教育。

南县明山头镇中学是一所偏远的农
村中学，为提高其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第
一督学责任区负责人牵线搭桥，积极促
成该校与百姓心目中的名校城西中学
交流学习。 督学责任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两校携手并进，加强交流合作，
越办越好。

“常规 +创新”
保校园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春 黄凌波）近
日，郴州市第十八中学在 2019 年平安学
校创建活动中被提名为“郴州市平安学
校”， 成功申报了“湖南省安全文明校
园”。 多年来，该校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
责任事故，深受家长和社会认同，连续多
年获得“郴州市安全文明校园”“北湖区
平安学校”等殊荣。

据悉， 该校始终把安全教育工作摆
上学校重要议程， 坚持在常规管理中落
实安全，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安全，在工作
重点中突出安全。 通过实施“抓实常规、
抓实细节、创新突破、特色举措”的精细
化安全管理， 构筑起一道道坚固的校园
安全屏障，确保了学校安全、稳定、和谐。

家长护学队
为孩子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陈慧玲）为了更好
地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加强学校安保队
伍建设，10 月 8 日起， 湘西雅思实验学
校（初中部） 联合家长成立了家长护学
队，于早、晚上放学高峰期在学校门口车
行路段进行安全执勤， 护送孩子安全上
下学。

执勤家长早、晚各 4 位，他们每天都
准时来到学校门口执勤， 进行行人疏导
和车辆行驶方向的指挥， 劝导家长和学
生遵守交规，加强了学校的安保力量，更
促进了家校合作， 成为雅思初中一道和
谐安全的风景线。至 12 月 17 日，雅思初
中家长护卫队执勤已达到 490 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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