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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

张明松、马建国祝澧县三中全体教师身心怡乐！

仰关山翠屏，瞻澧水 澜。 一坦平畴，地灵

人杰；鱼米之乡，物华天宝。

广袤的澧阳平原缱绻着丰厚的历史人文

积淀，舒展着现代乡村崭新的风貌。 澧县三中

镶嵌其间，犹如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光彩

夺目。

印象一：教师幸福的家园，学生成长

的乐园

走进澧县三中校门，别有一番天地。 跨石

拱桥，桥下溪水潺流，鱼群嬉戏，校道两侧草木

丰盛，鲜花锦簇，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绿树

掩映着的实验楼、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致。 宣

传窗里“建设优雅校园，塑造儒雅教师，培育文

雅学生”的办学目标清晰醒目。

滤去了都市的喧嚣与浮华, 得天独厚的地

理环境，赋予这里一草一木灵动的生命。 徜徉

校园，心中不由发出感慨：澧县三中无愧为教

师执教、学子求学的理想天地。

记者面前的校长汤真平，举手投足间虽流

露着书卷气，却不失湘北人的爽快与精明。 校

园生活使他无比惬意：“校园的空气新鲜，师生

每天就生活在天然氧吧里。 我每天一进校园就

欣赏，就发现，真是处处景美，人人向上。 ”

上任伊始，汤校长提出了“为学生健全的

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主张在自然、和谐的环

境中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这

里，校园人文环境和谐，病榻前的真情问候、困

难时的倾情援助、困惑时的心理宽慰、节假日

的温馨寄语等等， 让老师们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同时学校用教代会、座谈会、生活会等多种

形式作为干群交流的载体，这些活动、方法大

大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学校领导与老师关系

真正达到了一种团结、和谐、互敬的关系，学校

真正形成了一种群策群力、共同管理、携手奋

进的局面。 教学上，汤校长提出了“耐心、真诚、

细心、鼓励”八字原则，主张不放弃每一位学

生，关心每一位学生，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在这里，老师与学生是一种朋友式的

关系：在课堂上，互相探讨；在生活中，关心学

生；在感情上，互相尊重。 老师关心学生，学生

尊重老师，和谐校园、平安校园已然形成。

汤校长清醒地认识到，唤醒每个教师身上

蕴藏的潜能，培养教师的教育智慧，就能为学

校和谐发挥无穷的力量。 学校采取校本培训为

教师“输血液”，帮助教师挖掘潜能；鼓励自主

提升“增高度”，帮助教师激活潜能；倡导示范

辐射“显身手”，帮助教师展示潜能。

学校规定骨干教师要上好示范课，中年教

师要上好公开课，青年教师要上好汇报课。 做

到榜样示范、骨干引领、相学相长。 定期召开教

研组会和备课会；要求新进教师和有经验教师

结成师徒对子，迅速成长。 近年来，年轻老师在

各类教学比武中成绩喜人：曾雄老师获得了常

德市教学比武一等奖第 1 名，李林玮老师获得

了市教学比武二等奖。 坚持学生问卷调查制

度， 学校每期举行一至两次学生问卷调查，全

面调查了解班主任、科任教师的教学、师德师

风等情况，及时指出问题，共同改进提高。 学校

根据《澧县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制度》制定了

符合校情的管理细则，特别要求教师做到备教

材、备学生、备教法。 授课时坚持“教师主导、学

生主体”的原则，注重知识传授与学法指导。 重

视作业练习设计与精选，及时批阅作业，坚持

每月组织一次教学常规检查并在教师例会上

通报。 每学期举行一次教学经验交流及优秀教

案展，定期举行青年教师比武。 这些实在的举

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学校是学生的精神家园，要让学生感到

成长是自由的， 成长是快乐的， 成长是超越

的。 ”汤真平校长如是说。学校在课堂上给学生

表现的时间，活动中给学生展示的平台，生活

中给学生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各种真实的情

境中获得幸福的心灵体验。

三中学生“我的青春我做主”，学生自主管理

班级日常事务，自己创编班歌、设计班徽、制定班

训。 针对同龄伙伴身上出现的学习焦虑、人际交

往不适等心理问题，学生们运用心理健康课上学

习的知识，主持“走近你我他”心理广播、举行青

春期论坛系列活动及校园心理剧展演，用生动

的解说和形象的表演化解成长中的烦恼。

课外活动时，学校广播站播放舒缓轻盈的

音乐，英语小组同学们组织英语角活动，舞蹈

班的孩子们身影灵动，一面面笑靥宛如一个个

律动的音符， 文学社的学生自己动手编辑的

《昕阳》专刊，内容翔实，文章精彩，所写作品屡

次获奖，多篇文章被各级刊物选登。 心理活动

室的老师们总是忙碌地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

各样的问题。 学校每年举办一次校园体育艺术

节，举办美术作品展、歌咏会，让学生个性得到

了发展与展示。 这一些做法，不仅营造了浓郁

的校园文化气氛，也给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印象二：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

生有特长

澧县三中认真研究教育教学规律，积极探

索教育教学模式，确立了教学科研、养成教育、

特色教育等办学思路， 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成

绩，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学校 1999年被评

为市级规范化学校，同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文明学校”称号；2002 年被县委、县政府确定

为“重点保护单位”，被市教育局评为市级“示

范性学校”；2003 年被湖南文理学院确定为“教

学实验基地”；2005 年被省综治委评为“全省综

治工作选进单位”；2006 年被市教育局评为“教

研特色学校”；2007 年获县全面工作一等奖；

2008年被评为县级文明单位。

一是科研兴校。 学校坚持科研兴校，通过

教学教研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以促进教育教学

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学校已完成了部级子课

题《中小学生全效学习方案研究与实践》、省级

子课题《高一 CAI课件制作》，2009年 3 月申报

的省级课题《农村高中学生自育能力培养研

究》已获省教育科学规划办批准开题，现已进

入实施阶段。 2006年，学校被授予市“教研特色

学校”称号。 仅 2007-2008学年度，学校教师近

300 篇论文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或获奖，其

中 107篇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 先后涌现出

曹中原、彭俊卿、雷春高等教研能手。

二是夯实奠基。 学生处于成长阶段，具有

很强的可塑性，心智、行为、习惯、价值观都需

要后天培养。 学校坚持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

并且形成制度化。 新生开学进行军训，注重健

康体魄、坚强毅力、严明纪律的养成。 学生处贯

彻“学生要更像学生”的理念，制订了详细可行

的养成教育计划和措施： 寝室实行军营化管

理，强调卫生习惯的养成；每月进行着装及发

型的检查，强调仪表习惯的养成；教导处每年

组织各学科学习兴趣讲座及感恩教育讲座，强

调学习习惯的养成；教科室积极开展学科知识

竞赛活动和知识讲座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学科

学习的积极性，注重学生的探究精神、合作精

神的养成。 习惯决定性格，好习惯的养成为学

生的成长、成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推动了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近几年来，学生犯

罪率为 0，德育合格率为 99%以上。 从三中走出

去的学生都能爱岗敬业、孝敬长辈，学业有成。

三是特长铸牌。 地处农村的普通高中要生

存，必须打造自己的特色，形成独特品牌。 多年

来，学校特别重视艺体特长教育。 2000年以来，

学校在传统的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上大胆开

拓，不断创新，转变办学观念，改变办学模式，

一改小专业生随班就读的原有模式，尝试成建

制开设艺术小专业班的新模式，在管理上实行

文化、专业双线并进、分头管理、共同提高的教

育新模式。 近年来，学校加大了艺术、体育教育

投入， 先后添置了 10 多万供小专业用的器材

设备，学校有钢琴 3台，扩建了 600多平方米的

小专业教室和培训场地， 共有音乐室 3 个，舞

蹈室 1 个，美术室 2 个。 注重师资的引进与合

作办校，学校与校外艺术培训单位签订了长期

联合办学合同，平时学生在校训练由合作单位

派高水平的教师来校执教，较好地解决了教师

编制和师资水平的问题。

学校艺体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现已发展到

拥有声乐、器乐、舞蹈、美术、影视编导、书法、

体育等 7 个小专业， 成建制小专业班 6 个，学

生人数达 300 多人。 先后为各级各类艺术院

校、体育院校输送音乐、美术、舞蹈、服装设计

与表演、体育等方面的人才 200 多人。 特别是

廖文芳、陈强、夏伟、陈颖、苏灵、黄凌等多名同

学考入了名牌大学。 2007 年，高考小专业一二

批本科上线 22 人；2008 年， 高考小专业一、二

批本科上线 33 人；2009 年高考小专业一、二批

本科上线 41 人， 这些数字对一个农村中学来

说，只能用“卓越”来描述。 饱蘸着澧县三中人

奋力拼搏的汗水与心血。

每年春天，澧县三中的师生都会自发地进

行“倡导和谐、美化校园”的活动。 他们剪枝、浇

水，呵护校园花草，以此表达对学校的感恩之

情。 绿红相映，色彩缤纷，象征着生命的精彩，

也伴随着澧县三中人永不停歇、勇于探索的前

行脚步。 如今，这里佳木吐翠，花蕊绽馨。 当明

天繁花似锦、栋木撑天的时候，澧县三中人将

描绘出更新更美的教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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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三中印象素描

文艺汇演

校长 汤真平

科教楼

回

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