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城完小

创新学生素质评价

本报讯（通讯员 易振华 卢燕）“你

是班级的‘大力士’……但有的同学认为

你的拳头太硬，不愿与你接触，如果放下

拳头，团结更多的同学，你会更加快乐。 ”

日前，洪江市黔城完小 1000 余份《学生素

质教育评价通知单》已通过学校政教处审

查，待填写考试考核等级后，发放到学生

或家长手中。

近年来，该校坚持学生评价五个“面

对面”，在“见面核准”后，进行综合评定，

确保了评价的客观公正，得到了学生及家

长的认同。

一场毕业见面会 5 个岗位抢 1 人

本报讯 （记者 方红 通讯员 彭吉

山 王先文）“我的孙女能辨别出‘三无

一过’（无厂名、无地址、无商标、过期）小

食品了。 ”“我的孩子养成了节约的好习

惯，不再爱买零食了。”近日，在龙山县茨

岩塘镇， 许多学生家长抑制不住内心的

喜悦相互转告。

最近，该校联合当地政府、学区、工

商所组成了联合工作小组， 又一次突击

检查了该校及周边零食摊点。 该校负责

人说：“突击检查的目的， 是为了给学生

远离‘三无一过’小食品营造一个良好的

社会环境。 ”

该校彭志勇校长在暑假前召开的

“学校———家长联席会”上提出倡议：“不

要用钱去心疼孩子， 不要用钱去鼓励孩

子， 不要用钱去奖励孩子， 即使这样做

了，也不要忘记嘱咐孩子别乱买、乱吃零

食，不要给‘三无一过’食品提供市场。 ”

据了解， 近几年来， 该校通过实施

“学校管理、家长配合、学生自律、社会重

视”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

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女警与山区留守娃认亲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皇良 胡新德 任

胜） 6 月 28 日，汨罗市公安局“警察妈妈”与

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市玉池

乡中心小学启动。 玉池乡中心小学 10 名来自

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分别认了一位“警察妈

妈”。

启动仪式上，玉池乡学校校长胡新德表达

了对“警察妈妈”们的热烈欢迎，盛赞了“警察

妈妈”们的大爱之举。随后，举行了“岗校共建”

授旗仪式，市公安局向学校赠送了 80 套“爱心

被”。 10名留守儿童从“警察妈妈”手里接过了

崭新的书包、文具盒、笔等学习用品，孩子们向

“警察妈妈”敬献了红领巾。启动仪式上，“警察

妈妈”们亲切地与自己帮扶的孩子谈心，了解

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还给孩子们铺床、洗衣。

中午，“警察妈妈”们给孩子打饭、洗碗。吴柳警

官得知自己帮扶的孩子第二天生日时，赶紧为

其购买了礼物，并送了一个大红包。

茨岩小学教学生

认识三无一过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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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食品药品职院毕业生供不应求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7 月 3 日，湖南

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来

自省内外 70 多家知名医药企业提供了 1600

余个就业岗位， 可前来应聘的学生不到 300

人， 甚至许多岗位在见习期间包食宿且月薪

2000 多元都招不到人。

在当前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上，该院的

学生为何如此受企业欢迎？ 该校负责人解释

说：“目前我省医药行业发展迅速， 但医药应

用型人才紧缺。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作为

全省唯一一家公办药学类职业院校， 依托食

品和药品两大朝阳产业，按需育人，开设了药

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营养与检测等 8

个专业。 近 5 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8%以

上。 有不少医药企业更是积极与该院开展定

向培养计划， 采用订单培养方式预订入学新

生， 在学生实习阶段就由企业统一安排食宿

和工资。 ”

当天的招聘会结束前， 许多用人单位懊

悔没有与学院提前预订用人计划， 他们纷纷

向学院预订了明年的毕业生。

皇仓中学举行填报志愿咨询会

本报讯（通讯员 黄勇） 如果说高考是学

生的一场硬仗， 那填报志愿则是一家人的硬

仗。 6月 26日，龙山县皇仓中学举办普通高校

招生填报志愿现场咨询会，近 500 多名考生和

家长顶着烈日到会听讲。

咨询会上，该校姚元根老师重点从高考志

愿填报必须具备的相关专业知识、必须了解的

一些相关数据和广大考生及其家长进行了交

流。县教育局招生办主任就历年来高考报名出

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给家长进行提醒。

洞口松坡学校

学生“名言”上板报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建春） 6 月 27

日， 笔者走进洞口县山门镇松坡学校六年

级（1）班教室，后面黑板报上许多隽永清新

的“名言”映入眼帘，这些“名言”其实都是

学生自己的“大作”。

据了解，该校自期初以来开展学生“名

言”征集活动，要求各班在保留优秀“名言”

的基础上，做到每周更新，并记录在案。 看

到自己的“名言”出现在班级的板报里，有

学生说：“传统的名人名言， 虽然精辟而富

有哲理，却感觉距离有些远。而我们自己创

作的这些‘名言’亲切自然，更贴近校园生

活，比名人名言更亲切更实在，大家都很感

兴趣。 ”

校长在谈到学生“名言”征集与制作的

初衷时说：“让学生自己写‘名言’，有感而

发，激发共鸣，无形之中更容易规范学生自

己的言行，更具亲和力，收到了让学生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的功效，这对于培养学生的

民主意识， 构建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

快到期末考试了，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学校所辖三个片的 4000 余名学子，自觉“加

班加点”复习。 图为该镇黄金井完小五年级一班的几位学生在家门口一起学习。

胡富元 摄

慈利一中英语秀

哈佛教师当评委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红渠 黄岳云 戴

正平） 6 月 26 日， 慈利一中举办第二届

“英语才艺表演艺术节”，2000 多名高一、

高二学生齐聚一堂，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角

逐，高一学生谢榆获得了最佳口语表演奖。

哈佛大学世界教学组织派来的 8 名外教，

给每位参赛选手都作了精彩点评。

慈利一中是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学

校在省市外专局的支持下，2007 年获得了

《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2008

年通过了省教育厅每年可聘请 2 名外籍教

师资格。 所聘请的外籍教师根据自己的教

学经验，在各自的班级中，精心组织学生广

泛参加大型英语演出活动，并邀请家长、全

校师生进行互动。 这种英语教学模式已成

为该校一大特色和亮点， 学校也因此把每

年的 6 月下旬定为“英语才艺表演艺术

节”。

第二届“英语才艺表演艺术节”活动，

无论表演内容、 形式还是阵容都要比第一

届的强大。 学生自编自演的歌曲、话剧、诗

歌、钢琴演唱等节目，全部采用英语口语表

演。 8名外教也现场助兴，与学生们的互动

节目，赢得满堂喝彩。

大圣学校坚持“十二分育人”

本报讯（通讯员 向延金 邓黎明）

近日，溆浦一中隆重举行湖南农业大学

优秀生源基地授牌仪式。

近年来，溆浦一中为高等院校输送

了大量素质高、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

优秀生源，该校毕业生受到众多高校青

睐，此前中南大学、湖南师大、湖南科技

大学相继在该校设立“优秀生源基地”。

今年高考，在大量优秀生源流失的情况

下， 成绩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

目前二本以上上线 290 人，二本上线率

超去年五个百分点。

溆浦一中获评

湖南农大优秀生源地

本报讯 （实习生 邬欣 记者 刘伟丹）

7 月 2 日中午 12 点，正值午饭时间，浏阳大

圣学校主管寄宿的邹祖宏老师却在学生寝

室的阳台上修围栏，他说，昨晚查寝时发现

围栏有松动，怕学生晒衣服时出事，趁着学

生吃饭的时间赶快修好。

大圣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学校，有学生

630 人，寄宿生达 348 人，学生年纪较小，教

师们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学生。 在工作

中逐渐树立了“十二分育人精神”，即十二分

责任心对待工作， 十二分爱心对待学生，十

二分热情对待家长。

在大圣学校，每晚下晚自习，值日老师

都要拿着手电筒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一

个个进到寝室。 夏天蚊虫多，学生点蚊香的

也多，更要注意安全隐患，值日老师整晚都

睡在学生寝室， 学生就寝后还要一遍一遍

检查寝室情况。 正是这种扎实认真的工作

态度和工作热情， 学校从没出过任何安全

事故。

怀铁二中

开设课程超市

本报讯 （通讯员 石先铁 和羽潼）

“我自己本身也是学小提琴的，学校开设的

音乐选修课不仅让我在唱歌方面得到了提

高，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对我小提琴的学

习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怀化铁路第二中学

初一年级 121 班杨碧琳近日开心地对笔者

说。

作为怀化市首所初中部开设选修课的

学校， 怀化铁路第二中学把选修课开展得

有声有色，每周一下午，初一年级的同学们

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课程。

怀化铁路第二中学为了培养学生们的

综合素质，防止高分低能情况的出现，从本

学期开始，将初一年级作为选修课的试点，

每周一下午， 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自由选择课程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 选

修课的内容由老师们根据自己的科目来拟

定，其中包括了趣味数学、传统文化、书法、

诗歌鉴赏、生物科技、音乐欣赏、葫芦丝等

17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