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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中学关工委名符其实
本报讯 （通讯员 樊群雄）5 月 16 日，
慈利县一鸣中学校长朱法国接到一名学生
家长打来的电话，感谢学校，感谢学校关工
委领导对他孩子的帮教。 一个多月以来，孩
子各方面进步很快， 是学校将他从即将变
成坏孩子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是该校关工
委成员为学校办的实事之一。
今年 3 月， 该校成立了张家界市目前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格最高的关工委。 原

市人大副主任、巡视员饶升梅任荣誉主任、
慈利县零阳镇镇长为主任、 原县人大两位
副主任为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有关科局
主要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为委员。
关工委成立以来，围绕帮助“问题”学
生，关爱留守儿童，救助贫困学生，优化校
园周边环境，支持学校发展开展工作。 今
年清明节前夕， 请专家为学校 3000 余名
学生进行了一次以爱国、孝亲、感恩为主

题的讲座。 除关工委成员每人帮教一个问
题学生外，还督促全校 300 多名教师与潜
能生结成对子，实行一对一的帮教，目前
已有 135 名潜能生转变较快。 关工委还筹
集近万元资金解决了 15 名特困生一个学
期的生活费。 积极筹集资金完成校园绿
化、图书馆建设立项工作，力争尽早动工
修建。 出面协调督促有关部门积极治理校
园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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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丽中学
德育工作巧打组合拳
本报讯（通讯员 全运江） 保靖县雅丽中学围绕
“蕴育学生健康心理，润化学生人格健全”目标开
展德育工作，前不久被评为湘西州德育示范学校。
为把德育工作开展得生动有效， 该校巧打组合
拳，以校本主题德育活动周为契机，开展“三带”、“三
别”“五无”等教育活动，即“把微笑和宽容带给同学、
把孝敬带给长辈、把谦让带给社会”；向“粗鲁、陋习、
坏事”告别；做到教室里无纸屑、桌凳无刻画、墙壁无
脚印、校园无废弃物、出行无脏话。

江垭完小
出炉“小学生八荣八耻”

5 月 15 日，湖南省漫画艺术
研讨会暨怀化市铁路二中第五届
美术节在怀化市铁路二中举行。
建校以来，该校坚持美育立校，在
美术、音乐、文学等艺术教学领域
不断拓展，不断创新，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 图为该校动漫创作社的
学生展示自己的漫画作品。
秦利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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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课堂进景区
本报讯（通讯员 谢真燕 胡美英）
“
昔汉
时黄香，江夏人也，年方九岁，知事亲之理。
每当夏日炎热之时，则扇父帷帐，令枕清凉，
蚊蚋远避，以待亲之安寝……”5 月 17 日，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鹤山小学 5 年级 4 班的
学生在该县文峰塔景区的忠孝园内学习《黄
香温席》的故事。 当日，该校近 3000 名师生
参加了
“
传承国学文化经典弘扬民族文化精
华”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这也是该县今年推
出
“
绿色德育课堂”工作的一次重要活动。

里耶民中
创新教育有特色
本报讯 （通讯员 田茂宏）5 月 13 日下
午，笔者在龙山县里耶民族中学操场看到，
该校师生正在搭建第 5 届校园艺术节舞
台，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学校负责人刘建波
说：“让学生参与搭建舞台， 是为了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
新课程改以来， 该校积极开展创新教
育，通过开展“我是小老师”、“我的舞台我
做主”、秦土工艺品大赛、英语手抄报比赛、
小发明作品展览等活动， 让学生充分展现
自己的才华。 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我爱里
耶”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学习民族民
间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50 多件学生电脑
制作作品获州、省和全国大奖。 部分学生曾
参与《红军女儿队》、《湘西喋血记》等电视
连续剧的拍摄。

芙蓉小学安全工作扎实到位
本报讯（通讯员 舒彦运 卢燕）每到
中午和下午的放学时间，在洪江市百米大
道与玉壶路交汇处都会呈现这样一幅画
面：一群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排着整齐的
长队在公交站点等候公交车，待公交车到
站停稳后再有序地上车；在不远处的芙蓉
小学，一队队学生正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
校门，朝公交站点走去。
为使家长放心、社会满意，洪江市芙
蓉小学始终坚持将安全工作摆在学校所
有工作的首位。 从开学伊始便严格门卫
制度，在上课期间，除学校教师因工作需
要邀请的人员外，所有社会无关人员（包

括学生家长）一律禁止进入校园，外来人
员进入学校需教师亲自迎接， 并严格按
要求进行登记。 由于该校位于该市新城
区百米大道旁， 毗邻车流量较大的玉壶
路， 家住老城区方向的学生乘车回家必
须要横穿马路， 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
患。 为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学校将这一路
段列为安全护导重点区域。 每天中午和
下午放学后，都安排专人在此值班，组织
学生过马路、排队、上车。 由于安全工作
扎实到位， 自去年建校以来未发生一起
重大安全事故， 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好
评。

蓝天实验学校集体备课促教研
本报讯（周军棋 贺建军）本学期，怀
化市蓝天实验学校在教研教改活动中一
改常态，变单人备课到上公开课或者示范
课再由听课教师评课的授课形式为集体
备课形式，通过众多教师的课题选定和研

讨，由教师代表上课，再评课议课。
据介绍， 集体备课是众多教师议定课
题，集体设计课堂，起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的作用， 还可以减少授课者的心理压力，尤
其是为新教师提供了轻松愉快的培训机会。

小手牵大手 共创卫生文明城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健 艾志飞 朱朝
亮）5 月 15 日，冷水滩区滨江小学 30 余名
创卫小志愿者利用双休日上街开展创卫
活动，为城区的创卫工作增添了色彩。
小志愿者们自带火钳、 塑料袋在学
校领导、老师的带领下上街捡拾白色垃
圾并及时劝止一些乱丢乱扔现象。 并向

对生活的热忱，始于对生命的珍爱。 ——
—安乡市黄山头镇中学教师文楼

过 往 的 行 人 和 居 民 发 放 “争 做 创 卫 先
锋，共建文明永州”的倡议书，号召市民
加入到创卫工作活动中来。 往来行人纷
纷被吸引驻足，有的甚至加入到了孩子
们的行列。 在小志愿者及广大市民的努
力下，队伍所过之处，留下一片片干净、
整洁的路面。

本报讯 （通讯员 严德平）结合学习胡锦涛总书
记给全国少先队工作者的贺信精神， 根据小学生特
点制定的各种目标， 近日， 慈利县江垭完小出炉了
“小学生八荣八耻”。 具体内容为：“以尊重教师孝敬
父母为荣，以顶撞老师欺骗父母为耻。 以团结同学注
意合作为荣，以打架骂人自私自利为耻。 以认真上课
积极回答为荣，以做小动作胡乱说活为耻。 以按时认
真完成作业为荣，以不交作业应付对待为耻。 以热爱
劳动讲究卫生为荣，以逃避劳动破坏卫生为耻。 以遵
守交通路途秩序为荣，违反交通路途秩序为耻。 以爱
花护绿爱大自然为荣，以断枝踏草破坏自然为耻。 以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为荣， 以铺张浪费比吃比穿为
耻。 ”

珠泉完小师生情系玉树
本报讯（通讯员 胡红斌）近日，嘉禾县珠泉完小
开展“情系玉树，大爱无疆”为主题的捐款活动，3000
多名师生共捐款 34827 元。
为帮助灾区群众抗震救灾， 该校号召师生心系
灾区，情系灾民，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传统美德。 校长彭立刚和书记曾伍雄带头捐
款，为灾区民众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华容二中“十一五”课题
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汪坤）近日，从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新课程改革与校园研究”年会上
传来喜讯，华容二中“校园文学与写作教学研究”课
题组阶段性成果荣获全国二等奖。 近几年来，华容二
中以“陶瓷”文学社为课题实验陈地，积极开展写作
教学课题研究，400 多篇学生习作在全国各级刊物上
发表。

屈原学校开展
防震减灾疏散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郭喜翠）为切实加强学校安全
管理， 增强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学生应对地
震、火灾、建筑物倒塌等突发事故的技能，5 月 11 日
上午，溆浦县屈原学校开展防震减灾疏散演练活动。
学校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演练，不仅增强了师生们
的防震避震安全意识，提高了师生逃生自救、互救能
力和抵御、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还增强了学校
师生的凝聚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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