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勤舟）10 月 16 日，

长沙县六艺天骄幼儿园隆重举行建园 10

周年文艺庆典及二期工程奠基仪式。

当天的文艺汇演共分为《爬呀》《走呀》

《飞呀》3个篇章。 长沙市委副书记谢树林，

副市长何寄华，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汤定一，副县长周辉斌、县政协副主席杜宏

亮出席庆典仪式， 观看了小朋友们的文艺

汇演。 据介绍，该园从 1999年开园至今，已

发展成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国家级绿色

学校。 学生在全国、省、市各级各类书画比

赛中，荣获多个金奖。

长沙县六艺天骄幼儿园喜庆 1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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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荣辱兴衰，树民族之魂。 辩真假美丑，谱和谐之音！ ———桃源县三阳港镇教师余勇

本报讯（通讯员 蒋海文）10 月 22 日

晚，由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潭大学联合主

办的第五届中国大学生 DV 文化艺术节，

在湘潭大学隆重开幕。

艺术节将于 2010 年 5 月结束， 历时

8 个月。 征集的作品形式涵盖 DV 剧、纪

录片、MTV、电视散文、广告等。 作品类别

包括剧情片、纪录片、喜剧片、励志片。 与

历届活动相比，本届艺术节将开展 DV 红

色经典剧目展演， 并进行网络评选和高

校巡展， 获奖作品还将在上海世博会上

亮相。

大学生 DV 艺术节由湘潭大学学生

社团联合会于 2004 年 4 月创办， 随着影

响不断扩大， 逐步成为高校的全国性文

化活动。 自第 4 届起，与港、澳、台高校取

得了联系，影响进一步扩大。

校园传真

大学生 DV 艺术节在湘大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 肖君健 记者 杨元

崇） 首届中学生原创文学大赛暨全国百佳

文学社团评选活动近日揭晓， 娄底市一中

“寻觅文学社”喜获全国百佳文学社团。 指

导老师刘忠诚、彭小林获“伯乐奖”，文学社

成员胡良玉获“少年作家”荣誉称号，周润

恺作品《寂寞》获诗歌二等奖。

评选活动由语文报社、 四川少年儿童

出版社、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

委员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博客族》杂

志社、 全国中学生原创文学大赛组委会联

合主办。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中国

作协副主席陈忠实携手全国 30 余名学术

专家、著名作家、网站 CEO、杂志主编组成

评委团，近千家单位、数 10万件作品参赛。

娄底市第一中学寻觅文学社 2007 年

成立，现已成为学校的中心社团。 作为湖南

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团体会员， 文学社社员

先后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

娄底一中“寻觅文学社”获全国百佳

校园快讯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祥）10 月 23 日，

龙山县高级中学 236 名教师齐聚学校多

媒体教室，认真比照省教育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的规定》、

《龙山县高中招生和城镇学校办学行为

集中整治方案》两个文件精神，结合学校

招生、考试评价、办班行为等 6 个方面，

展开激烈的讨论。

近年来， 龙山县高级中学坚持依法

办学、诚信办学，积极整合教育资源，努

力增加执行《规定》的透明度。 一是建立

健全领导和宣传两个组织， 提高规范办

学认识。 二是完善问责和考评两个制度，

落实规范办学责任。 三是依托课内课外

两个课堂，发挥规范行为的主阵地作用。

四是围绕作息时间和严格收费两个主

题，突出规范办学重点。 五是发展学生与

家长监察两个委员会， 创新规范办学监

督形式。 这 5个措施，有力增强了学校教

育发展后劲。

龙山高级中学:

五措施规范办学

本报讯（通讯员 旷航）10 月 8 日至 15

日，长沙市火星小学 19 名学生在湘西州保

靖县立口小学举行了为期 1 周的“心手相

牵快乐同行”体验活动。 为立口小学送去了

35袋衣物，还有现金和文体用品。

活动中，两地孩子结对同吃、同住、同

学习、同劳动。 让城里的孩子们感受了当

地孩子读书、生活条件的艰辛，也学会了

自理与坚强，并懂得要珍惜生活。

长沙火星小学：

“手拉手”活动磨练学生意志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景山）从今年 9 月

份开学以来， 双峰县永丰镇中心学校切实

规范办学行为。

一是组织教师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教师忌语四十条》、《中小学教

师“十不准》、《教师文明用语》等规章制度，

并同每位教师签订了“规范办学行为，禁止

家教家养”责任状。 二是认真贯彻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的

规定》文件精神，结合县师德建设年，开展

了“以人为本，诚信教育”为主题的师德学

习教育活动， 严格规范作息时间、 课程设

置、课时安排。 召开师生座谈会，查办师德

师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是学校制订

切实可行的师德考核办法， 把师德考核与

教师年度考核相结合，通过自评，学生、家

长参评， 学校综合测评等形式对教师师德

进行全面评价。

双峰永丰镇中心学校：

规范办学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包敦涛 康碧爱）10 月

22日，泸溪县明德小学邀请国际博爱女性健

康研究中心的刘玉桦女士，为女教师举行了

题为《关注心理健康，塑造教师完美形象》的

专题心理知识讲座。 48 名女教师聆听了讲

座。

讲座中，刘女士紧密联系女性教师的工

作实际，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家庭压力、社会

压力出发， 详细分析了女教师在角色认同、

焦虑、抑郁、敌对等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 最

后建议在座女教师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

增长知识和见闻，提升对教师职业归属感的

认同；做到合理膳食，保证营养的均衡；坚持

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塑造健康的体魄。

泸溪明德小学：

关注女教师心理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 谢智奇）绥宁县长铺

镇第一小学一年级（4）班学生梁凯（化名）

被诊断为白血病，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的

心被深深地牵动着。 学校行政、少先队大队

部纷纷行动起来， 向梁凯同学伸出友爱之

手， 老师们有的捐赠 50 元， 有的捐赠 100

元， 而同学们则把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

捐了出来。 截至目前，师生们共为梁凯捐款

11985.1 元。

绥宁长铺镇一小：

为患白血病学生捐款

本报讯（通讯员 龙恩泽）10 月 22

日，正逢花垣县团结镇赶集，几位学生

家长来到团结中学，进食堂“挑刺”。 他

们仔细查看了整个食堂， 尝了饭菜，并

向就餐的学生了解情况。看着孩子们吃

得开心，他们开心地笑了。 今秋开学以

来，像这几位家长被请来“挑刺”的，不

下 50 人次。

团结中学是花垣县一所农村寄宿

制学校，现有寄宿生近 400 人。 为了让

寄宿生在校安心学习，今秋开学，请家

长提意见和建议。 根据家长的要求，该

校加强了食堂管理力度。 挤出 2 万多

元，添置了各种设施，并在食堂人员中

开展文明服务活动， 提高服务质量；另

外， 加强食品卫生管理， 严把货源关，

杜绝变质和其他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进

校园。 今秋干旱， 学校附近无干净水

源， 为确保食堂和师生用上干净水，学

校请求县消防官兵送水，还花钱请三轮

车师傅到远处水源帮助拉水。为了炒上

合学生口味的菜，食堂人员不怨其烦地

到县城采购， 确保每顿正餐 3 素 1 荤，

这样，既让学生吃上的是“放心菜”，更

是“舒心饭”。

花垣团结中学：

请学生家长“挑刺”

本报讯（通讯员 张鹏 段明超）为期两

天的“2009 年龙山县小学语文教师课堂教

学竞赛”活动，日前圆满结束。 龙山县第四

小学张健华老师执教的《地球信箱》一课，

从 11 位参赛教师中脱颖而出， 获得一等

奖。

评委们认为， 张健华老师的课件设计

合理，图文并茂，富有深情；课堂教学艺术

灵活。 另外，还从不同角度演绎了新课程的

理念，引导学生体验新知，启发学生感悟语

文蕴含的思想情感。

龙山四小教师：

获教学比武一等奖

永州市江永县中小学深入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切实落实好每

天 1小时体育锻炼活动，活跃校园体育文化生活。 10月 25日，为期 5天

的第六届初中生男子篮球赛圆满结束， 全县 15 个学校的代表队 150 名

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图为激烈的球赛现场。 田如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