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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个性张扬的阳光普照大地
——
—澧县城关中学素质教育探秘
本报记者 张明松 通讯员 戴作林
2009 年 5 月， 澧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一
纸通报， 再次将澧县城关中学推到了全县瞩
目的前沿：同年 4 月份结束的全国初中数学、
物理、化学学生竞赛，澧县有 7 名选手获国家
级一等奖。 而这 7 名选手后面的“学校”栏内，
均被注上“
城关中学”四个字。
有位领导在竞赛总结会上不经意用上了
“囊括”一词：这就叫“囊括”——
—一所普通的
城镇全日制初级中学， 在这样高规格的竞赛
中囊括了全县所有选手中的国家级大奖。
“囊括”一词源自何处谁人所造实在无法
考证。 但把它写进城关中学的词典里，无疑是
这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共同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背水一守。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们终于“守”出了学校第一批在
中学生数理化联赛中获奖的学生。 当校长把
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 我们都是噙着泪
水报以掌声的。
现在， 马老师已经是学校班主任和学科
教学的领头人，县里的教育功臣，省级优秀教
师。 她所带的班级每次中考合格率都达到
100%，优秀率达到 90%以上。 虽然近些年学校
的生源状况有所改变，但一个“守”字已经定
格在她的教学日志里， 与这里所有的老师一
样，都习惯了和学生们连在一起。

老师： 越是难写的字越要把 它 写
好——
—我们有过卧薪尝胆的经历。

学生：这里有启智成才的天地，这里
有个性张扬的阳光， 我们在这里快乐地
学习着，幸福地成长着……

在教学楼的老师办公室里， 我们看到了
一些特殊的摆设：各式各样的睡椅、简易的折
叠式钢丝床铺。 老师们毫不掩饰的告诉我们：
这是他们的“行军床”，几十年了，他们几乎天
—早上 6 点钟到校， 晚上 8、9
天都是这样——
点钟回家，中午困了，就在睡椅或钢丝床上和
衣打上 10 或 20 分钟盹。 教室在哪里，办公室
就在哪里， 办公桌在哪里，“行军床” 就在哪
里。 寸步不离的“
守”着教，一个一个的“盯”着
学，成了这里的老师们一个不成文的法宝。 一
片片新天地也就这样守出来了。
马秀苇， 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还只有 10
几岁就分配到了城关中学， 进校就开始当班
主任，就开始“
守”，一守就是近 30 年。 她是这
样给我们描述的：
我们没办法不守。 那个时候，我们的学生
太特殊了——
—好学生被选走了， 剩下的都是
义务教育对象，层次不一，良莠不齐。 我们既
要当老师，又要当保姆，还要当警察。 我们的
老师自己都觉得矮城区其他学校的老师一
等，学生更不用说。 所以我们只能卧薪尝胆，

全面发展，“不求人人升学， 但求个个成
才”是城关中学一贯的育人理念。 就是在这种
理念的指导下，一年一度的“澧浦新声”艺术
节已经延续了 24 届、每年秋季的田径运动会
从未间断。 一批批优秀的特长生从这里破土
而出：孙艳，省运会 100 米跨栏亚军；周雅琴，
省十运会射击冠军；邹文龙，省中学生运动会
丙组全能冠军。 刘丹，毛泽东诗词书法大赛获
国家级金奖；张迪，全国青少年二胡独奏初中
组金奖获得者……
在城关中学荣誉簿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
记载： 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县运会， 连续 12
年获团体总分第 1 名； 学校文艺代表队先后
八次参加县春节联欢晚会演出。 所编排的丝
弦表演唱《青青芳草地》获市级 1 等奖；学校
诗词学会被评为全国诗教先进单位； 学校传
统音乐研究会主持研究的《澧州夯歌》被批准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参与研究
的《澧水船工号子》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该学会主要研究人员已由
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上述两个项目的

理事园地

岳阳县第一中学
岳阳县第一中学系湖南省首批重点中学
和首批挂牌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中国教改
教研实验基地、 全国百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和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示范学校、 湖南
省园林式学校。
现有 248 名教职工中，本科以上学历 196
人，有特级教师 5 人，高级教师 80 人，一级教
师 89 人，国家级、省级、市级骨干教师 32 人，
有全国及省级各类学会、研究中心的理事、研
究员、会员 80 多人。
学校在“九五”和“十五”期间，按照全国
千所示范性高中标准先后投入了 6000 多万
元，全面改善了办学条件。 校园开阔气派，环
境优美， 拥有全省一流的教育教学基础设施
和领先的现代化教学设备， 是莘莘学子理想
的求学之地。
学校靠特色创名校，靠师资创名牌，靠现
代化教学手段创品牌，以建设高标准、教师高
素质、教学高质量、办学高效益而饮誉三湘，
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 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全国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体卫工
作先进单位等四项国家和十多项省级荣誉称
号。 目前，岳阳县一中正以“
改革、实验、示范、
高标准、有特色、现代化”为目标，朝着创全国
优质高中、办全国知名学校而奋斗。

代表性传承人。 学校还被挂牌确立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
传统音乐传习基地”。

校长：学校是一台大钢琴，所有的指头
都尽显其能，就能奏出和谐动听的乐章。
周校长告诉我们： 如果把学校比作 1 台
机器，那么每个老师、每位管理人员就是这台
机器上不同部位的零部件， 这些零部件只有
在高标准合格的情况下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同样，学校好比 1 台钢琴，我们都是演奏这台
钢琴的手指头。 只有所有的手指头都尽显其
能，才能奏出和谐动听的乐章。
无法否认， 城关中学现在奏出的正是一
曲和谐动听的乐章：县级德育示范学校、市级
合格学校、市级名优学校、省级园林式学校、
国家级启发式教学先进单位……一顶顶桂
冠，就像一组组美丽的音符，在这座有着 1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上空回旋。
“五·一”节即将到来，县里要推介和宣传
一批劳模，周校长名列其中。 我们来到周校长
办公室，正好遇上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进行现场
采访录像。 听着这位身材魁梧的劳模校长在镜
头前慷慨激昂的陈词，我们更是倍感钦佩。
“
责任心和积极性是学校机器运转的动力
燃料。 我这里的两本书就是这种动力燃料的添
加剂。 一本记载的是城关中学悠久的办学历史、
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它能激励每个城中人的责任心和忧患感。 另一
本包含的是两个方面的机制： 监督机制和激励
机制，是激活教职工积极性的应用软件。 ”
时隔 1 年，2010 年全国初中生数理化学
科竞赛的结果又揭晓了。 又是一组惊人的数
字：全县三科竞赛获国家级奖的 39 人，城关
中学 25 人。 其中化学科国家一等奖 6 人，国
家二等奖 6 人， 国家三等奖 2 人全部归城关
中学所属。 让我们再次见证了城关中学师生
们的“造词”能力！

“我运动 我快乐 我健康”
武陵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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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学会
秘书长会议在益阳召开
本报讯(记者 马仲明 陈浩晖) 4 月 1 日至
2 日，湖南省教育学会 2010 年市(州)秘书长工
作会议在益阳市华天大酒店召开。 会议传达了
中国教育学会 2010 年工作会议精神，部署省教
育学会工作；通报省教育学会“十一·五”立项课
题结题的安排名次；各市(州)秘书长进行工作经
验交流并对省教育学会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
湖南省教育学会会长陈白玉就学会组织建
设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级教育学会要加强组
织建设，规范行为，增强教育学会的工作活力。

中国芯计算机表演赛
湖南决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张莹 通讯员 欧阳冶） 4
月 25 日下午 4 点， 第 19 届中国儿童青少年威
盛中国芯计算机表演赛湖南赛区总决赛在长赛
市周南中学落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赛事主
办方湖南省教育学会和湖南省电化教育馆有关
领导出席了闭幕式并颁奖。 赛事共决出一、二、
三等奖 25 人， 其中进入一二等奖的 13 位选手
及总决赛中产生的 7 幅优秀作品将代表湖南参
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据悉，全省共有近 27 万人参加了本届“表
演赛”的初赛，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角逐，各市州
的近 200 名选手参加了湖南赛区总决赛。 参赛
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何奕涵小朋友年仅 5 岁，在
他所参加的学前组赛事中获得一等奖。

省心理学家
为安乡五中高三学生减压
本报讯 （记者 马建国 通讯员 张友华 刘
学斌） 近日， 湖南省著名心理辅导专家周小青
一行来到安乡五中举办专题心理讲座， 为即将
参加高考的高三学子“
减压”。
专家们就高三学子高考前的 3 种心理状态
以及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如何提高应试
技巧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导。 精彩的演讲，翔实的
内容、适时的互动，让全体高三学生接受了一次
心理教育，有效地化解了心中的疑惑。 同学们表
示将尽快地调整心态， 以饱满精力投入到紧张
的高考复习中去。

耒阳市新课程改革成果丰硕
飞越

冲刺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宗强） 日前，2010
年武陵区“动影街舞”杯中小学生田径运动
会在湖南文理学院体育学院隆重举行。 开
幕式上，16 所小学和 1 所民办培训学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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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体育舞蹈，充分体现了“我运动、我快
乐、我健康”的体育精神。
本次运动会全区共有 27 支代表队、303
名运动员参加了 68 个项目的竞技。 经过紧
张激烈的角逐，北正街小学、三岔路小学、丹
洲中学三支代表队分别获得城区小学组、郊
区小学组和中学组第一名， 且有 10 人次打
破了 6 项武陵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纪录。

本报讯 （记者 张其平 通讯员 耒胡杨）
近日， 耒阳市教育局举办了首届小学新课程教
学改革成果展示暨表彰活动，来自 43 所中心校
（小学） 的 130 余名教师代表分别在童星学校、
金杯完小、聂洲完小观摩了 10 余堂语文、数学
或综合类展示课。 展示活动由课程展示、授课教
师互评、听课教师代表评课和教研员讲评组成。
表彰仪式上，城北完小、童星学校等 14 所
学校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实验学校，曾辉等 23
名教师被评为优秀实验教师，蒋暑香等 29 名教
师在首届小学新课程教学改革成果展示课中获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