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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 通讯员 胡根

深 陈亮）4 月 23 日，省文联“扶贫助学·关

爱农村孩子课外阅读活动”组委会、省工

商联、团省委等 9 部门，在长沙县碧桂园

威尼斯中英文学校联合举办公益慈善活

动，援建安化县高明乡完小爱心图书室暨

“阳光少年·科学阅读” 全省巡讲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上，组委会对在扶贫助学中

表现突出的碧桂园威尼斯学校、湖南格力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颁发了爱

心证书，以表彰他们一直以来对扶贫助学

事业的支持， 并再一次发出了爱心倡议，

号召现场嘉宾为山区孩子奉献爱心。 共为

安明乡完小募集到图书 2448 册、善款 5.4

万元。 安明乡完小校长高正球表示，非常

感谢爱心人士为山区孩子送来了精神食

粮。

高明乡完小地处安化县最偏远的山

区，留守儿童占学生总数的 80%。 办学条

件十分落后。 孩子们除了学习课本知识

外，课外阅读几乎为零。 经“扶贫助学·关

爱农村孩子课外阅读活动”组委会牵线搭

桥，该校与碧桂园威尼斯学校结成“城乡

友好学校”， 碧桂园威尼斯学校自去年下

学期以来，已累计为该校捐赠图书 6500 多

册。 4 月 23 日还邀请高明乡完小四至六年

级的 9 名小朋友来校做客，参加为期一周

的交换体验学习活动。

据了解， 组委会考虑到农村地区师资

有限， 很难正确引导孩子们进行科学有效

的课外阅读，于是决定用 3 年时间，在全省

高校中选拔 1000 名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前

往全省 100 所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少

年·科学阅读”巡讲活动，用他们自己的读

书体会，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无愧于心，方可坦然。 ———临澧县新安镇镇中学教师戴金英

城乡学校结对送阅读

本报讯（通讯员 蓝杏初）4月 17日，桃源县职业

中专加工制造部电子组肖玉龙老师和 8 名学生一起

组成送科技下乡服务队来到本县陬市镇酒铺岗村小

集市赶场，为村民义务服务，把科技服务送到了村民

家门口。

他们在该村一家幼儿园的门口摆开了摊子，不

到半个小时，修好了一台电烤炉，另外一个组修好了

一只台灯和一台电风扇。 肖老师和两个同学分工操

作， 一台 1982 年产的成都牌黑白电视机再得“新

生”。 下午 4 点，该校师生共为村民修理电器 38 件，

赠送电视机遥控板 10 只， 发放科技资料 100 份，慰

问村民 5户，补贴现金 1000元让村民购买农资。

本报讯（通讯员 肖怡伟 李佑成）4 月

25日， 由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举行的一

场招聘会， 有 200 多家单位参加， 提供了

3000 多个岗位， 但最火爆的要数麻阳、洪

江、 通道等 13 个县市提供的 1200 个乡镇

卫生院工作人员岗位， 一上午就有 600 多

人报名角逐。

近年来， 怀化医专党委高度重视引导

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工作， 通过加强思想

教育、 营造良好氛围、 制定鼓励政策等措

施， 学校的基层就业人数从 2006 年的 509

人到 2010 年的 800 人，每年都有稳定的增

长。怀化医专还与省卫生厅签订协议，每年

为农村定向培养一批中医药人才。 怀化医

专还与怀化周边五省的县级卫生局和乡镇

卫生院开展调研和加强联系，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毕业生供求市场。

怀化医专就业指导中心杨老师介绍

说，现在县、乡等一些医疗机构需要大量的

医学人才，学校指导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

去工作， 近几年回基层医院工作的毕业生

人数逐年增加。怀化医专从大学一年级起，

就给学生开设就业指导课， 教育学生摆正

就业心态，鼓励学生到基层工作锻炼。

怀化医专自 2000年升格以来，密切结合

基层医卫人员现状及学校办学实际， 全面着

手基层高级医卫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

课题研究，通过向基层学习、收集基层信息、

借鉴基层经验、 依据基层需要不断完善育人

模式和调整专业结构，取得良好效果。

桃源职专

山村赶场送科技

怀化医专 800名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耀成）4 月 20 日，从花垣县

边城高级中学传出喜讯， 该校已被省教育厅确认达

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标准，并获授“湖南省示

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牌匾。与该校同时被授予牌匾的

学校还有湘乡市一中、沅江市三中、株洲市十三中。

花垣边城高级中学创建于 2005 年，先后被授予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实验

学校”、“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重点课题实验基地

学校”等称号。

缤纷校园

慈利一中

两校友情系母校

本报讯（通讯员 吴扬会 戴正平 王文志）4 月

20日， 慈利一中在学校中心广场举行校友助学基金

发放仪式，该校 6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获得人均

2000元现金资助。 本次校友基金资助人系许忠桂女

士和陈月清先生。

许忠桂女士 1979 年毕业于慈利一中，现为深圳

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今年 3 月 10 日，她为

该县教育基金会捐款 10 万元。 陈月清先生 1986 年

毕业于慈利一中，现从事水电工程开发。今年 3月 11

日，他为该县教育基金会捐款 20 万元。 两校友表示

将从此次捐款中拿出 12 万元用于捐赠母校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子。

校园动态

隆回县金石桥镇中

心学校把学农基地当课

堂，成立了生物、写生、

采集、 写作等十余个兴

趣活动小组， 组织学生

走进大自然， 关爱大自

然，描绘大自然。 图为 4

月 26日中心校生物小组

的学生正在观察竹笋的

生长情况。

陈远志 刘龙洲 摄

洞井中学举行校园励志歌曲赛

本报讯（通讯员 熊敏 记者 蔡跃云）4

月 26 日下午，长沙市雨花区洞井中学举行

第一届校园励志歌曲比赛。该校负责人说，

举办此次比赛旨在加强学校励志文化建

设，陶冶学生情操。

在比赛中，各参赛班级精神饱满，歌声

嘹亮。 其中 217班的学生表现尤为抢眼，他

们出色的演唱了自己改编的班歌《学习雷

锋好榜样》，受到师生和评委的好评，获得

一等奖。据悉，该校今后将继续发扬课前唱

励志歌的优良传统， 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

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付学军 贺敏）4 月 21

日， 省教育厅关工委副主任李钺带领省示

范家长学校评估验收团， 到邵阳市双清区

龙须塘小学， 对龙须塘小学家长学校申报

湖南省示范家长学校进行评估验收。

李钺一行对龙须塘小学家长学校进行

了历时四个小时的认真评审， 观看影视短

片，听取区教育局和学校汇报，组织社区领

导及家长代表座谈， 对龙须塘小学家长学

校给予了高度评价。

龙须塘家长学校

通过省级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向周娟 曹乐 记者

刘伟丹）为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从小

培养他们敬老爱老的品质。 4月 20日下午，

常德市桃源县高山街小学大队部组织部分

学生来到武陵区敬老院，孩子们在看望老人

的同时，也为老人们送去了欢笑与温暖。

在敬老院内， 孩子们为老人表演了歌

舞、小品、魔术等精彩节目，尤其是甘宇同

学表演的扑克魔术，引来老人们笑声、掌声

不断，给老人们增添了乐趣。 活动的最后，

孩子们拉起老人的手，一起唱起了《歌唱祖

国》，歌声久久飘荡在敬老院的上空。 通过

这次活动，同学们懂得了要关心老人，关心

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体会“爱”的伟大崇

高，同时也增强了各自的社会实践能力。

高山街小学

敬老院送温暖

花垣边高

升格省示范性高中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 通讯员 宁解珍）近日，隆

回县 26 个乡镇的远教专干组成考察团赴该县七江

中心学校学习远程教育工作经验。考察团成员表示，

一定要好好向该校学习， 以更好地促进自己学校的

远程教育工作。

近年来，该校已配置了电脑室、语音室等 20 个

功能室，并通过专人负责明确分工、落实常规管理、

鼓励先进兑现承诺等方式落实远程教育工作。

七江中心学校

远程教育结硕果

福临铺小学环保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罗卫明 胡杰 ）近日，

长沙县福临镇政府、镇医院、镇工商所的工

作人员为该镇福临铺小学师生进行环保知

识讲座。学校校长罗卫明告诉记者，讲座内

容学生们易于接受， 将对学生们的生活实

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讲座中， 号召同学

们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从身边的一点一滴

做起。镇中心医院的洪阿姨，教大家怎样讲

卫生，保健康。工商人员在讲座中强调食品

安全问题， 并告诉大家一些怎样识别真假

货物的办法。

本报讯（通讯员 刘剑）近日，隆回二中 2000 多

名女生认真聆听了本学期第一次青春期知识讲座。

该校妇委会主任申莉老师根据学生青春发育的

特点，从生理卫生、心理卫生、性道德观念、男女同学

之间的友谊与爱情、法制观念、科学人生观等学生关

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生动、详细的剖析和讲解，消除

了少女因身体发育而带来的顾虑及恐慌。 申老师精

彩的讲解不时博得同学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