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3 日，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迎
来第 13 届合唱节， 由 40 名学生组成的国际
部代表队，合唱了一首精心准备的英文歌曲，
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地道的“文化大熔炉”
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的同升湖实验学校

国际部， 是湖南省最早开办国际部的中学之
一。经过 10年探索，学校负责的国际交流、出
国留学、外事管理、汉语国际推广等工作走在
了湖南省中学前列。

国际部的师生来自 10 余个国家，是个地
道的“文化大熔炉”。 学校作为湖南省唯一一
所 AFS 国际文化交流组织项目学校、湖南省
外国专家子女就读学校， 每年有 8 名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来到国际部， 他们与中国学生
一起学习和生活， 并帮助彼此学习本国语言
和文化。国际部每年举办的“汉语桥夏 /冬令
营”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外学生参与。

国际部不仅“引进来”，还坚持“走出去”，
积极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 2009年 11月，学
校在美国密西根州建立孔子课堂， 成为湖南
省唯一一所在海外建立孔子课堂的学校。 每
年寒暑假， 国际部的学生都会前往美国高中
进行交流学习，每次他们都会造访孔子课堂。
期间，每到一处，他们亲手制作的窗花剪纸、
京剧脸谱、书画作品成了最抢手的礼物，也掀

起了当地师生学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学打
太极拳的热潮。 国际部的学生成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播使者”。

毕业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莱奥波尔
多，在美国担任教师 5 年后，于 2010 年加入
国际部，幽默诙谐的他很受学生喜欢。在国际
部， 像莱奥波尔多这样的外籍教师一共有 8
名。他们不仅负责英语课程教学，还兼职留学
顾问， 与中国教师一道创建了留学指导机构
“外事办”， 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留学指导和
国外学校申请及签证服务。

每人一位“成长导师”
在国际部，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成长导师。

“导师辅导制” 是国际部为了促进学生学习、
生活、心理适应等能力同步发展而制定的。导
师不仅负责功课辅导， 还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进行跟踪调查。“上课不听讲”、“性格冲动”是
小王两年前刚来国际部时给老师的印象，经
过“成长导师”陈老师定期的沟通，现在的他
已经变得很懂事， 还获得了数学单科冠军。

“以前想都不敢想”，这是家长的感激之言。
国际部目前共有 5 个班级、125 名中外

学生，“小班化” 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全面
关注。 国际部的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
按学生学习基础实行“分层教学”，使学生实
现同步提高、个性化成长。

国际部的英语课程、A-LEVEL 课程采用
国际标准。国际部还是培生（PTE）英语国际考试
中心、爱德思（EDEXCEL）国际考试中心及英国
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国际申请中心， 学生
可在校内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受到国际认可。

鼓励“创业野心”
学习、生存、交流是学生出国后要面临的

“三座大山”，国际部德育主管陈卫华说，为了
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今后的留学生活， 国际部
把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摆在重要地位。

高一年级的刘唯畅刚来国际部， 就向老
师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开一家书社。不久，
“纳海书社” 就在老师们的帮助下顺利开张。
在国际部，像刘唯畅这样有“创业野心”的学
生不在少数，为此，国际部还专门设置“特别
贡献奖”等奖项予以表扬。

除了书社、咖啡自主经营角，学校还开设
了二外、戏剧、演讲、年鉴、报纸编辑等选修课
程，传媒、艺术、体育特长培训班及电视台、广
播站、乐队等实践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学生
在实践中学会自律、自主、自立、自信，为以后
成为出色的留学生打下了基础。

到去年底， 已有 800 多名学生从同升湖
实验学校走出去，前往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国留学，多名学生被英国剑桥大学、
美国华盛顿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国际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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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际化之路

本报讯（记者 赵持 通讯员 雷秋红）近日，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在长沙市雨
花区砂子塘金地社区举办“中医药文化花灯节”，他们通过展示书写中医药知识的花灯
和灯谜，将中医药文化传递进社区。

花灯里的中医药文化

实习生 曹迪娟 本报记者 杨晓丽

小学生争当
“汉字小卫士”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鑫）“满，是左右结
构，却写成了上下结构，记下来。 ”“‘迫不及待’
写成了‘迫不急待’。 ”这是活跃在汉寿县毓德
铺中心学校校园内的一支“汉字小卫士”队伍。
课余时间，他们会聚在校园墙报、展板、班级黑
板报前“挑刺”———找出书写不规范的错别字，
为学校创建“文明校园”献力。

一直以来，该校通过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竞
赛、演讲比赛、书写大赛、优秀作业评选等各种
活动，培养学生说文明语言、书写规范汉字的
良好习惯。

云阳中学推诚信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 谭公明）“我宣誓：服从

安排，严守考纪；谨慎答题，规范书写。 ”5月 21
日，申请参加“诚信考试”的 1000 余名学生庄
严宣誓，承诺诚信考试。 至此，茶陵县云阳中学
推行“诚信考试”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此次“诚信考试”试点工作采取“学生自愿
申报———年级组从严遴选”的工作程序。 诚信
考室中实行无教师监考，领取、分发、收取试卷
和考场情况记载全部由各诚信考室中指定的
两名学生完成。

时丰中学现校园护绿队
本报讯（通讯员 赵光）“快来看，这棵香

樟有问题。 ”近日，老教师杨伟斌在校园里巡查
时， 发现广场边上一棵香樟里有几只白蚁，随
即拿来一袋治白蚁药剂洒在了树根处。 每天，
平江县伍市镇时丰中学护绿队都会开展校园
护绿行动。

从去年 10 月以来， 学校许多树木先后遭
受了白蚁的侵袭。 为此，学校成立了以教师和
学生志愿者为代表的校园护绿队，他们利用课
间或者双休日不定期排查、除蚁，本着“发现一
棵救治一棵”的原则，有效地保护了校园内数
百棵树木。

珠泉完小开展安全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胡红斌 李英莲） 日前，

嘉禾县珠泉完小召开全校学生安全养成教育
家长会议。

学校就四个方面作出了安排：一是交通安
全。 要求教会学生认识常见的交通指示和标
志；二是校园安全。 加强学生遵守学校的作息
时间和各项规章制度；三是法制安全。 要求关
怀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保护；四是加强游泳安全
教育，并遵循不私自到水边玩或游泳、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等“六不”原则。 这些举措让安
全教育深入人心。

常德市三中
感恩教育入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凡科 唐慧春） 5 月
26日，常德市三中特邀全国感恩励志教育专家
演讲团，为全体师生及家长代表开展了一场主
题为《感恩———我们在行动》的精彩演讲。

此次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它唤醒了学
生心灵深处的情愫，拉近了学生与家长、老师
的距离，促进了学校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清华园小学
举办教师特训营

本报讯 （凌友国 肖小芳） 5 月 25 日，衡
阳市蒸湘区清华园小学举办了“阳光心态、卓
越团队”训练营活动，受到老师们的欢迎。 山东
省行为科学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策划师、家庭
亲子关系导师今良应邀担任导师。

训练营活动以理论讲解、观看录像、体验
活动、感悟分享等方式开展。 此次训练脱离了
传统的传授式教学， 学员们在导师的指导下，
全情投入到体验式活动中。 此次活动的开展，
提高了老师们的工作热情，让他们有勇气面对
生活中的挑战。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毛方）5
月 27 日， 衡阳市艺术学校正式对外发布信
息： 面向全国招收 470名学生， 并承诺免学
费。

该校融专业入企业， 实行校企强强联
合，对人才进行订单式培养。 今年 4月，该校
先后与广东省木祥阁木制品有限公司、衡阳
市歌舞团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衡阳衡州花鼓
戏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3家企业签定了定向委
培招生合同。 此举，将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无法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的求学梦，同时也
解决了学生当前就业难的局面。

近年来， 该校升学和就业率均保持在
100%，得到了市教育局的肯定，被评为“毕业
生就业推荐优秀学校”。

高职大专（舞蹈、音乐）专业，招收初中

应届毕业生，对被录用的农村（含县镇）学生
按国家政策免 2 年学费， 被录取的学生第 4
至第 5学年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培养。

普通中专有 8 个专业，其中播音与节目
主持、声乐、器乐、舞蹈 4 个专业招收初中毕
业生，且对被录用的农村（含县镇）学生按国
家政策免 2年学费。戏曲、美术、音乐（舞蹈）3
个专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应届毕业生凡
被该校录取的均免学费。

该校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全
省唯一一所公办中等专业艺术学校， 办学 53
年来，为中小学等企事业单位、部队及高等艺
术院校输送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 刘一祯、易
秒英、雷丽莎、傅丽珊等就是该校优秀毕业生
代表， 她们目前已成为国家级文艺院团的骨
干力量，并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

衡阳艺术学校学生就业不用愁

校长称职与否
教师说了算

本报讯（通讯员 谢乐夫） 5月 24日，沅
江市共华镇中心小学近 60位教师，对该校校
长进行考核评议。

此次考核内容分为：听取校长当场述职
后，每位教师单独投票，给校长评定级别；对
校长任职资格和去留也作出相应评定。 这一
举措，受到全体教师的热烈欢迎。

三十集纪录片
《百年湘雅》开拍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丽 杨元崇） 5 月 28
日，三十集纪录片《百年湘雅》开机仪式暨“征
集湘雅故事 寻找湘雅文物 纪念湘雅百年”
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举行。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教授， 著名主持人杨澜
等出席此次盛典。

杨澜在开机仪式上表示，《百年湘雅》将
向观众呈现一部内容详实、 震撼人心的湘雅
史诗。 2014年，湘雅医学院将迎来百年华诞，
湘雅文化研究会将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陆续
推出纪念湘雅百年诞辰大型系列活动， 该纪
录片系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 该校正式授权阳光媒体集团承担
该片的摄制工作， 杨澜将全程指导并参与主
持，拍摄制作完成后将在中央电视台、海内外
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等播出。

该片以纪实手法，用编年体、纪传体两种
方式展现湘雅发展的百年历程与湘雅杰出人
物，总体分为从雅礼到湘雅、动荡的岁月、湘
雅新生、走进新时代四个部分，以湘雅医学院
建立、发展时间为轴线，以重大历史事件、重
要历史人物和感人故事为节点内容。

该校面向全球征集湘雅故事·寻找湘雅
文物， 为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及湘雅博物馆的
建设提供更多的素材。 征集工作从即日起一
直持续到 2014 年上半年，由湘雅文化研究会
组织相关专家评选最具代表的十大故事和十
大文物，并举办颁奖晚会，对胜出的作品进行
颁奖和展示。

系列活动还包括出版发行《百年湘雅》纪
念邮册、画册和《湘雅文化丛书》。湘雅博物馆
项目也将在今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