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学子同唱茉莉花

超薄快读

本报讯 （记者 余娅） 2013 年高考成
绩发布后，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青一平实
验班创造了该校高考史上的奇迹，全班 38
名学生全部过了一本线，上线率 100%，600
分以上的同学有 8 名， 全班人均分超出重
本线 75 分，其中莫钊镔同学 659 分，达北
大清华录取线。

青一平实验班能全部通过一本线，应该

说是老师跟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感觉这
届学生付出了很多，他们听话又肯吃苦，考出
这样的成绩也是理所当然的。”班主任肖刚说
班上每个学生都像是他的兄弟姐妹一样，见
证着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平时同学们和他的
关系也很亲密，叫他“刚哥”、“老肖”。 每个任
课老师尽心尽力，倾注了他们所有心血。

肖刚说，这个班的学生特别努力、能吃

苦，自从进入高三后，他们就没了节假日和
双休日的概念，学校的教室全天候开放，而
学生们则主动到学校学习， 任课老师也自
愿加班，为他们辅导。

该班今年高考总分 659 分的莫钊镔同
学说， 班级班风非常好， 虽然大家都很优
秀，但都没有孤芳自赏，同学们相处融洽，
在学习方面都会互相帮忙。

宁远莲花小学印象

宁远县莲花小学建校才 5 年时间，校
园却处处彰显出浓厚的人文特色。 给记者
印象最深的是：该校负责人的独具匠心，以
“莲文化”为主题，为孩子们构建了一座校
园文化大厦；“朝阳” 雕塑的基座上刻有学
校简介和周敦颐的《爱莲说》。

让校园每一处都说话，让学生受到“莲
文化” 的熏陶。 学校每一处都是宣传的阵
地，从校园的橱窗、广播站、提示牌，到走廊
的名人画像、班级的黑板报、国旗、班训、再
到“把微笑带进课堂”的提示语……无处不
体现着校园文化的宣传教育。

突出养成教育，塑造具有莲花品格的
学生。 学校把开学第一周定为养成教育
周，第一月定为养成教育月。 对住宿生进
行为期一周的军训。 在学生学习习惯方
面， 从“准时到校， 有序离校”、“课前准
备”、“听好课”、“按时作业”等方面一项一
项训练。

突出道德教育，培养具有“莲花精神”
的学生。 学校开展了升旗仪式、国旗下的讲
话，参观水市烈士陵园、文庙等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开展了“舜德教育”、“文明礼仪知
识”、“感恩父母、 感恩老师”、“爱校教育”、
廉洁文化进校园等系列主题的文化教育活
动。 通过这些活动，净化了学生的心灵，弘
扬了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 受到社会各界
的好评。

文化制度促成良好校风。 在莲花小
学，教师一律穿西装打领带，配证上岗，学
生统一穿校服，戴校牌、红领巾；花坛旁，
一群学生围着老师亲切交谈着，这一切构
成了校园亮丽的风景，获得了全国“和谐
校园先进单位 ”、“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
校”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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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一平实验班一本上线率 100%

“庚哥，谢谢您这 3 年来对我们的细
心呵护。 谢谢你奖励给我们的甲菜票，改
善了伙食； 庚哥， 谢谢您给我们烧的热
水，暖和了脚、保证了睡眠质量，提高了
学习效率。 ”6 月 25 日，高考成绩放榜，洞
口三中高三数学老师刘兴庚收到 347 班、
349 班学生给他发的感谢信息。

“庚哥”人气缘何这么旺？
学校校工周某道破玄机。“我在学校

干了一辈子，只看到刘兴庚老师掏钱给学
生补充营养！ ” 庚哥班上的贫困学生较
多。他省吃俭用给予品学兼优和学习进步
较快的学生每人奖励 5 元一张的甲菜票
20 张，改善伙食。 最近两年，庚哥奖励学
生甲菜票金额就达 6000 元。

庚哥不仅给孩子们奖励甲菜票，还给
孩子们奖励庆功宴。 最近两年，庚哥摆了
共计 13 桌宴请学生。 家长对庚哥的这一

举动表示惊讶———“想不到刘老师自己出
钱给学生摆庆功宴。难怪庚哥班上人才辈
出！ ”

“庚哥还是我们的生活后勤部部
长。 ” 学生唐彬彬说及自己的恩师言犹
未尽。 每到冬天，刘兴庚坚持每天晚上
用自己的煤炉子给学生烧两大桶洗脚
水。

“庚哥”自 1999 年从湘潭师范学院数
学系毕业后， 一直在洞口三中教书。“他
勇挑重担，舍得吃亏，更舍得吃苦，从不
言累，一直担任两个班的数学教学，期中
有 5 年教三个班的数学。 ”学校的一位副
校长这样评价他。

“庚哥”教书 13 载，荣誉纷至沓来。 6
次受县人民政府嘉奖， 三次荣立三等功。
辅导学生数学竞赛，获省奖 5 项，国家奖
2 项。

洞口三中有个“庚哥”

李再湘书法新著首发
本报讯（记者 罗一飞 通讯员 李治民）

6月 28日，李再湘书法艺术展及新书首发式在
长沙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举行。 共展出他近
年来的作品 70 余件，推出新著《行走在教育与
艺术之间》《书法教育的实施与推广》。

李再湘是湖南省著名书法教育家， 他从
2004 年开始在中小学推广书法教育，于 2008
年启动《书法课程对中小学生教育功能的挖
掘与研究》课题，吸纳明德中学等 45 所中小
学参与课题研究，推动了这些学校的书法普
及与教育。

通讯员 肖彬 陈碧娟 刘谋林

湘乡将培训千名教师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红平） 湘乡市近 3年

共投入教师继续教育经费 1195万元，共计培训
教师 6602人次，师训中心基地———湘乡市教师
进修学校成功创建为“湖南省示范性县级教师
培训机构”。 这是笔者于 6月 25日从该市召开
的 2013年师训工作部署大会上获得的信息。

该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贺文年、市进修学
校校长陈友明出席部署会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
学校负责人进一步加强培训制度、培训机构建
设，不折不扣落实师训专项经费。2013年，该市
“全员培训工程”计划培训各级各类教师（含幼
师）1774人， 以提高师德素养和业务水平为核
心，以农村教师为培训重点，通过“国培”、“省
培”、“市培”、本级培训、校本研训、远程培训等
形式，分层分类、优质高效地推进。

俗话说“铁树开花，哑巴讲话”堪称奇观，比喻铁树开花是比较难得一见的稀罕
事情。 然而，近日绥宁县长铺二小校园里，20株铁树竟然有 4株同时开花了，为学校
增添了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不时引来师生驻足观赏，引得众人争相拍照留念。

铁树分雄性树和雌性树，开花后很容易辨认。 雄铁树开的花是圆柱形的，外貌酷
似玉米棒；雌铁树开的花是半球状的，像一个大绒球。 目前两种花都呈黄色，在阳光
照耀下，显得异常漂亮。 （刘思东 摄）

绥宁长铺二小铁树开花

本报记者 刘斌群 通讯员 王承刚

本报讯 （记者 余娅）“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花”，6月 27日、29日，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鳄
鱼”合唱团先后与长沙雅礼中学、宁乡县第一中学
两校学生共同演绎中国民歌《茉莉花》、《孤独的牧
羊人》。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亲临现场并致
辞。

此次来长沙开展艺术交流，是哈佛大学“鳄
鱼”合唱团 2013年继香港、台湾、日本巡演之后
全球巡演的第四站。“鳄鱼” 合唱团成立于 1946
年， 是该校最具影响力的男声无伴奏演唱团体，
由 12位哈佛在校大学生组成， 社团成员来自不
同的专业，他们每年利用暑假自筹旅费在世界各
国巡回演出。

通道一校
推行教师巡河制

本报讯 （通讯员 石焕学 吴家方） 通道
黄土中心校推行“教师巡河制”，此举措获得学
生家长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

该校附近有一条河流和一个水库，入夏以
来，不少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中，悄悄结伴
到河边玩水或游泳。 学校针对这种情况，及时
成立巡河队，由 20 多名教职工组成，每 4 人一
组，具体巡逻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中午和下午放
学时段。

省厅验收沅江一校劳动实践场 沅江市
黄茅洲镇柳树坪学校在劳动实践示范场所建
设验收中，获得了省教育厅专家组的表扬。 该
校负责人表示， 立足农村学校教育发展实际，
以劳动实践教育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深度推进，
让学生在劳动课堂上学习劳动知识，在劳动实
践锻炼中学以致用、磨砺意志。（通讯员 王可
立 万三元）

隆回一中夺省机器人赛冠军 由王嘉
之、李之翔组成的隆回一中代表队,在最近举行
的第十四届湖南省中小学电脑机器人大赛中，
力挫群雄，勇夺高中足球项目冠军，并于 7月底
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大赛。 (通讯员 范青友 记
者 王德和)� � �
� � �
� � � �天心区小学生篮球赛落幕 长沙市天心区
2013年小学生篮球赛日前落下帷幕。为期一周的
比赛，共吸引 9所学校的 11支队伍参加。 红卫小
学夺得男子组冠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
小学摘取女子组冠军。 该区重视对学生体育兴趣
的培养，拟将踢毽子、跳绳等传统运动项目纳入
教学与竞赛中。（记者 罗一飞 通讯员 凌君）

隆回六中评选魅力教师 近日，该校正
式启动该项评选活动， 首次评选 16 位学生最
喜爱的魅力教师，并授予“吾爱吾师”荣誉称
号。（通讯员 陈远志 陈今凯）

本报讯 （记者 余娅） 今年以来， 本报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栏目报道了多个湖湘好
教师， 其中就有长沙市同升湖实验学校教育
部“国培计划”专家陶妙如，这次高考，陶妙如
老师所带的班级也收获了完美成绩单。

班主任陶妙如所带的理 10 班，是一个拥
有 57 名学生的复读班。 2013 年高考该班一

本上线 31人， 二本上线 25 人。 一本上线率
54.7%，二本上线率 98.24%，各项指标均排在
学校同类班级的第一。

在学校“2013 届高考成绩复读班涨幅”
统计中，按照去年在一本线下多少分，今年在
一本线上多少分来算涨幅， 涨幅在 100 分以
上的 24个学生中，理 10 班就有 10 个。 除此

之外，全班没有一本线下 4分的学生，也没有
刚过 2本线的学生。 可以说每一个学生没有
只差一、两分的沮丧。

复读一年，收获“最牛涨幅”，既离不开学
生的努力，也有老师的付出。就像班主任陶妙
如所言：“只要我们真心地用感情地去投入，
就能抵达我们自己内心想要的风景。 ”

“最美教师”带出复读班的春天

人均超出 7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