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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吟诗一首，温暖相约“六个一”，“潜能生”当课代表……

长沙中小学这些新班规，你怎么看
无规矩不成方圆，班规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好习惯。 开学季，
长沙市各中小学班级班规又发
生了哪些有趣的新变化？3月15
日，记者对长沙市多所中小学的
班主任进行走访。

值日生白板上写古诗
开学不久，雨花区砂子塘万
境水岸小学五（4）班新购置了一
块小白板，这有啥用？新学期的
班规要求，值日生在前一天放学
后，要把次日需要背诵的古诗词
写在小白板上， 挂在黑板旁。在
每节课老师进堂的几分钟内，由
值日生带领全班同学一起或吟
诵或背诵这首古诗， 当晚再默
写。
“全校整个五年级都是这么
做的， 诵读背诵的古诗词就是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5首》，我
们已经背过3轮了。”五（4）班班
主任刘铁梅老师告诉记者，从这
学期开始默写，实在默不了的就
抄写一遍。“其实这是五年级一
个语文老师的主意，老师们都觉
得很好，就用起来了。”刘铁梅表
示，这样既能把孩子们的零碎时
间利用起来， 还对静堂很有益
处，而孩子们也觉得能在白板上
书写古诗很光荣，都争着去获得
这个机会。

温暖相约“六个一”
对于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
六(3)班的学生来说，离毕业只
有三个月，新学期的班规不再是
条条框框的制度，而是温暖相约
“六个一”：一个名字，记住每个
人的名字；一封书信，给最喜欢
的老师写一封信；一张照片，5月
春暖花开时拍摄个性童年集体
毕业照；一个微笑，每天保持微
笑；一个目标，定下阶段性的小
目标并努力完成； 一份答卷，给
小学生涯交上一份完美答卷。
班主任谢慧老师表示，这个
学年对孩子们来说是特别
的——
—既是他们求学路上的第
一个“毕业”，将迎来人生的第一
次转折——
—小升初的考试，还是
自己和孩子们相识的第六个年
头，“六年来相互见证， 共同成
长， 希望给予彼此生命中一段
美好的回忆。”此外 ，谢 慧老 师
想通过“六个一” 让学生们了
解，生活是没有结束的赛场，成
功无捷径。

“潜能生”当课代表
新学期，长郡滨江中学初二
C1601班上的班干部重新换了
一轮，特别是课代表，每次轮换，
班主任谢翔都会在精心选择后，
推荐给任课老师，而各科任课老
师却十分诧异，因为他选择的不
是优秀生，而是该科成绩居中游
甚至下游的偏科生。
在谢翔刚接班时，班上李同
学的数学成绩只有50多分。经
过沟通，谢老师让李同学尝试担
任数学课代表。与此同时，谢翔
也找到数学老师，希望她多关注
李同学并给其锻炼机会。
此后，数学老师多次与李同
学谈心交流，甚至邀请李同学去
她家吃饭。而李同学也改变了原
来的看法，慢慢喜欢上了数学老
师和数学课。“一个学期下来，李
同学在期末考试中考了86分，进
步很明显。”谢翔表示，委任课代
表体现了班主任对该学生的信
任， 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
发学习潜力；而学生做课代表也
能与老师经常接触交流，便于其
他任课老师对学生的个别培养，
能够促使学生弱科的迅速提高。

3月15日，长沙市湘雅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在接种脊灰疫苗。12日起，长沙市各大预防接种门诊可
免费补种脊灰疫苗，2016年3月1日后出生未接种过脊灰灭活疫苗的儿童， 都可在现住地正规预防接种门诊
免费补种1剂脊灰灭活疫苗。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先天性结构畸形医疗救助范围扩大

我省确定五家定点医疗机构

小组学习“赛龙舟”
龙舟比赛需要众人都出力
才能够拔得头筹，长沙稻田中学
的华玉凤老师就采用了小组竞
争的学习方式，用集体的力量来
带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社会是多元的， 我觉得班
规也不应当是死板的。我们的班
规就是采用小组竞争的形式来
督促大家的学习。” 华玉凤告诉
记者，小组竞争以四人小组为单
位，按照成绩好、中、差进行均衡
搭配， 每个星期都会进行评比，
优胜者可以向稍落后的小组提
出要求。
班上还有同档制竞争，如前
四名同学之间相互竞争，进步的
同学可以向退步同学提出要求，
比如要求其 带些 糖果 或 其他 。
“之前有个学生身材有些胖，另
一个同学进步之后，提出让他做
十个俯卧撑，这也算是一种同学
爱。”华老师笑了笑。除此之外，
班上还有一对一的“帮扶”活动，
同学们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
组队学习，如第一名的同学帮助
倒数第一的同学。

观点

春风化雨，教学相长
对于这些花样百出的新班规，教育界专业人士怎么看？岳麓区
博才白鹤小学副校长刘星星给出的评价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课堂，
充分利用课前1分钟吟诵古诗词，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积累古诗
词提升语文素养”。刘星星表示，“六个一”毕业课程属于综合实践活
动范畴，能够引导孩子们在毕业季把美好留给自己、他人、学校。明
德中学高级教师陈良玉认为，“潜能生”当课代表的班规能够极大地
尊重学生，激活他们的潜能，远胜于简单的说教；而“赛龙舟”则通过
身边的实例更有说服力，“一者春风化雨，一者教学相长。”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金琪 张娜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发布
《关于公布先天性结构畸形
救助项目省级项目管理机构
和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据
了解，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
委妇幼司联合中国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基金会 （以下简称
基金会）在全国15个省（市）
开展了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试点工作，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为加强出生缺
陷防治， 使更多贫困患儿家
庭受益，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
幼司将项目实施范围扩大到
27个省（区、市），覆盖中西部
所有省份。目前，27个项目省
根据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方案》要求，确定了省级
项目管理机构27家， 定点医
疗机构215家。
我省确定省儿童医院为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省
级项目管理机构， 五家医疗
机构为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定点医疗机构。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
目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湖南省儿童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
院（郴州市儿童医院）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人民医院
■记者 李琪

家有过期药
扫一扫就有专人上门回收
本报3月15日讯 14日，
阿里健康携手千金药业、广
药集团等国内医药行业龙头
企业，协同菜鸟物流，发起国
内首个“全国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联盟”，尝试以技术力量
驱动环保与公益， 为百姓家
里的过期药找一个最好的
“归宿”。
家庭过期药品是重要的
环境污染源之一。 来自国家
药监部门的一份数据显示，
目前农村市场上2/3的过期
药， 都是从形形色色的家庭
小药箱流出的。
“全国 家庭 过期 药 品回
收联盟” 在手机上打通了回
收路径， 让过期药品回收成
为 一 个 低 门 槛 的 “举 手 之

劳”。 开通的线上回收路径，
只需简单三步：首先，通过手
机淘宝、 支付宝等APP扫描
药盒上以数字“8”开头的20
位追溯码， 在跳转出的详情
页上找到“过期药回收”入
口；其次，进行家庭地址、联
系方式等资料填写， 一键召
唤菜鸟联盟快递员；最后，快
递员免费上门取走过期药，
完成回收全流程后， 用户还
可领取鼓励优惠券。
目前，包括 北京 、上 海、
广州、 长沙在内的全国17个
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在3月13
日到31日间， 体验这一新型
的回收方式。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卢诗婕

三千多万元
回收过期药
本报3月15日讯 家 里 有药
品过期了，或者怀疑失效了，怎么
办？3月15日上午，长沙市文明办、
开福区文明委联合老百姓大药房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老百姓大药
房湘雅店前坪开展以“诚信经营
品质消费， 呵护蓝天 畅享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过期失效药品定点集
中回收公益活动。
从2004年开始， 老百姓大药
房每年都会开展过期药品置换活
动，已经连续14年，先后投入资金
超3000万元， 约有万余名群众享
受到过期药品兑换福利。并不仅仅
在3.15这一天，老百姓大药房全国
17个子分公司也会在日常经营中
开展药品回收的活动。
活动现场， 不少市民闻讯而
来。 家住芙蓉区袁家岭60岁的李
娭毑特意乘坐地铁， 提着一大袋
药品前来。李娭毑说，药品“以旧
换新”活动很贴心，可以了解到过
期药品的危害和集中销毁的程序。
老百姓大药房相关负责人彭
剑介绍了过期药品回收流程，过
期 失 效药 品回 收 既 可 以 避 免 污
染， 又能号召广大老百姓广泛宣
传、 积极参与家庭过期失效药品
回收活动， 呼吁更多的医药企业
能共同关注消费者用药安全，促
进行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彭剑
表示，“只回收个人家庭的过期药
品， 不受理单位和企业的过期药
品； 回收药品将集中进行销毁处
理，不会进入流通市场；任意5盒
过期失效药品可兑换三九系列药
品1盒。” ■记者 张洋银 丁鹏志
通讯员 许琼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