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谭宗旺 陈刚 刘立
新）“一个贫困少年，面对同学的欺压，变
压力为动力，一步步考取高中、大学，实
现了成为人民教师的心愿并当上了校
长，这个人正是我们的书记、校长———孙
强勇……” 临武县一完小一名六年级学
生在听完学校的讲座后写下自己的心得
体会。

5 月 15 日， 该校针对六年级近 500
名学生举行了一场心理疏导及励志教育
讲座， 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孙强勇主
讲。

孙强勇从六年级部分学生心理承受
能力较差、理想信念欠坚定等问题出发，
讲述了自己从农村穷苦孩子经过艰苦努
力实现了成为人民教师的梦想， 并当上
校长的经历， 对六年级全体学生进行了
心理疏导和励志教育。 要求学生在对比
中思考，在思考中成长，希望他们提高认
识，转变观念，制定计划，规划好自己的
人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增强抗压能力。 引
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做新时代好少年，
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校长以身谈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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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篮球场旁那一排白色的钢结
构，下学期就会‘变身’成绿植遍布、书籍
充盈的阅读长廊，孩子们对母校和家乡醴
陵的历史文化了解，将从这里开启。”介绍
起学校的书香校园建设，醴陵市实验小学
校长瞿志刚总是充满激情。 在他看来，阅
读是这所百年名校提质发展的有效途径，
而书本正是学校前行的厚重底色。

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在“书丛”
走进醴陵市实验小学， 扑鼻而来的

“香味” 并非来自花丛中的朵朵粉桃，而
是一步一景的“书丛”，浓浓书香萦绕在
这座充满朝气的求学园地。

学校教学楼五个楼层的走廊墙壁，
分“阅读推荐宣传”“读书成果展示”“科
技艺术作品展”三大主题进行布置。不同
年级、不同楼层，依主题呈现不同内容。

楼道里，名人名言、经典诗句随处可
见。“学校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每
次下楼我总会在熟悉的诗句前停留很
久，不打开书本也能随时阅读。 ”1507 班
学生汤予涵说。

不仅如此， 该校今年还将有一处重

要的校园阅读场地落成开放。 由于学校
原来的图书馆空间狭小， 无法容下更多
的学生一起捧读， 瞿志刚便决定将校园
里一处鼓形花园改建成开放式的新图书
馆，并命名为“渌水潮图书馆”。“待下半
年落成开放后， 孩子们将又有一个放学
留在学校的理由。 ”瞿志刚打趣道。

教室中：阅读课让萌娃静心
上课铃响， 语文老师易清泉出现在

1910 班教室门口， 原本嬉闹的孩子们立
马笔挺坐好， 翘首以盼本周阅读课的开
始。“易老师，是继续给我们讲《野葡萄》
的故事吗？ ”坐在第一排的欧阳子夏忍不
住发问， 这个长篇童话故事让他从上节
课“馋”到了当下。

“是的，《野葡萄》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教室后面的图书角里也有其他有趣
的童话书哦，同学们可以把书借回家，让
爸爸妈妈讲给你们听。 ”作为学校书香校
园建设的项目负责人， 易清泉很看重班
级的阅读氛围，从晨诵、午读、晚省到班
级图书角的建设完善， 她觉得良好的阅
读氛围会无形中影响孩子， 让他们真正

享受阅读的乐趣。
师生间：书香为伴与校同成长
在醴陵市实验小学， 阅读从来都不

只是学生的日常。 学校将读书学习作为
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工作， 教科室每学
期都会制订专项教师读书计划， 为教师
统一购买专业书籍， 鼓励他们加速提升
自身专业素养，进行阅读分享。老师们在
分享交流中开阔视野，绽放思维，摩擦出
专业之光。

同时，该校还通过创办“渌水潮”校
报、举办读书节、“爱悦读”打卡和书香教
师、书香少年、书香家庭评比等活动，把
阅读潜移默化地带入师生、 家长们的生
活中。

“读书已成为师生的一种习惯、一种
乐趣、一种修炼，正促使师生与学校一同
幸福成长。 ”瞿志刚说。

醴陵市实验小学正以培养具有深厚
家国情怀、 良好个人素养和开阔国际视
野的现代公民为育人目标， 努力朝着建
设书香校园、美丽花园、和谐家园、幸福
乐园的“四园新实小”奋勇前行。

浓浓书香萦绕校园
本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余进勇 张园

志愿者助力防溺水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洋）“小朋

友， 请赶快回家， 不要在这观望、玩
耍”“您好！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不
要下河洗澡”……自 5 月 18 日开始，
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小学防溺水爱
心志愿者服务队轮流对学校附近水
域、潇水河畔进行巡查。

该志愿者服务队共有队员 286
名，由学校青年男教师和各班爱心家
长志愿者组成。 在巡查中，志愿者不
仅向路人进行防溺水知识宣传，还向
路人们讲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并对
前来戏水玩耍的少年儿童进行劝离。
此外，该校还发放了《珍爱生命，预防
溺水》宣传单，开展了防溺水主题班
会和应急演练活动，并通过多种方式
向家长传授急救和自救知识。

党徽照亮教研
本报讯（通讯员 李婕）围绕教育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落实常
德市鼎城区教育局提出的“一个支委
联系一个教研组， 照亮一个团队”倡
议，5 月 15 日，该区武陵小学数学教
研组开展推门听课活动，充分发挥了
党员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先锋模范
作用。

此次教研活动中，数学组的教师
们积极参与上课、听课、评课，党员同
志悉心指导，不仅增强了青年教师对
教研组的归属感，还增强了教研组的
向心力、凝聚力。

传统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吴顺全 明丽

丹）5 月 18 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乐群小学内，书法、国画、剪纸等百余
幅优秀作品在操场和教学楼过道上
展出，过往师生纷纷驻足观看，感受
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据了解，该校历来重视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目前正在申报
创建怀化市传统文化特色学校。 这
些作品是学生在疫情期间居家所
作， 主题突出、 形式新颖并充满童
趣， 充分展示了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追求。 本次活
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 也巧妙地让传统文化教育在校
园里落地生根。

控辍保学大走访
本报讯（通讯员 王燕）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国家确保适龄青少年完成
义务教育的控辍方针，完善和规范学
校学籍管理，近日，南县茅草街中学
组织教师积极与镇、 村干部上下联
动，通过深入家庭、实地走访、积极调
查、收集佐证等方式，层层落实劝学
返校工作责任。

据了解， 该校共有 12 名学生在
籍不在校， 老师们根据不同的情况，
联合镇、村干部逐户走访，细致耐心
地与每一名辍学学生和家长进行沟
通，宣讲相关法律和各种教育优惠政
策，阐明教育的重要性和知识的无穷
力量。

校园里的别样风景

让学生们在即将毕业之际，亲手种下一株小树苗，为母校播种一片绿
茵，是郴州市二十七完小送给毕业生的礼物。 5 月 14 日，该校两个班的毕
业生举行了毕业林植树活动。

据了解，毕业林已成学校的别样风景，各班还成立了“爱绿小分队”，轮
流给毕业林的小树苗浇水、施肥，期待它们茁壮成长。

肖文倩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徐杰 梅云丽）“敞开
心扉，带你去看内心的五彩世界；了解自
己，一起在阳光下健康成长……”日前，石
门县一完小广播中又响起了心理辅导员
亲切的声音，这是该校在疫情仍处于“外
防输入，内控反弹”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一
场“心灵氧吧”心理健康讲座。

从开学第一周起，该校就筹划并进行
了“心灵氧吧”专题讲座，把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每周三升旗仪式
后，红领巾广播站都会传出心理辅导员的
声音，目前已经开展四周。通过学习，学生
们开始正视自己的情绪，并主动和情绪对
话，学习调节情绪。

“心灵氧吧”健心

本报讯（通讯员 宁兴中）5 月 15
日， 隆回县九龙学校政教处在微信工
作群里公布了教师办公室卫生检查情
况，10 余个办公室被评为第六周“最美
办公室”。

为了创建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的
人居环境， 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该校从 5 月 9 日起，每周对所有教
师办公室进行集中检查和评比， 评出

“最美办公室”。
据悉， 该校历来重视人居环境和

文明校园建设， 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
先进单位、省文明学校、市“双十最美
校园”、县示范性文明卫生校园。

最美办公室扮靓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何蓝英）5 月 14
日，一场针对教师的“党纪法规和教育
法规” 基本知识测试在江永县思源实
验学校举行， 这已是该校本学期开展
的第二次知识测试。

为强化党纪法规和廉政教育，促

进广大教师自觉遵纪守法、 崇廉尚
德，江永县思源学校以全员测试推动
全员学习，坚持将党纪党规、教育法
规学习教育情况作为每月教师学习
的一项重点内容，筑牢勤政廉政的思
想防线。

法规测试促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