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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至 3 日，隆回二中校园彩幅飘扬、喜气浓浓。 五湖四海的学
子，飞回心仪的母校，他们或漫步校园，同叙别情；或走上讲台，谈人生经历；
或拜访恩师，畅谈人生。 10 月 3 日的校友联谊活动暨学术报告会进入高潮，
隆回县县长马健强亲自主持庆典联欢会，隆回县县委书记赵湘明致欢迎词，
卢小军校长代表隆回二中感谢领导、校友及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支持。文艺演
出，校友联欢盛况空前。 为了母校发展，校友们出智出力，捐款捐物不遗余
力。 校友欧阳毅、袁广见捐赠的魏源铜像揭幕仪式如期举行；校友联运集团
公司总裁邹联运先生当场捐款 300 万元用于修建教学楼一栋， 校友们共为
学校捐资 400 多万元。几十年来，校友们捐资助学、捐钱建校，拳拳爱心生生
不息，从未间断，成为湖南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日前，笔者再次走进隆回二
中，探寻这所历经九十年发展的三湘名校的足迹。

魏源文化———注入发展的灵魂
隆回县二中地处县城西 320国道旁，西南

毗邻碧波荡漾的赧水河，后倚郁郁葱葱的老虎
山，舟车便利，环境优雅。 学校占地面积 380余
亩，建筑面积近 10万平方米。现有教学班级 81
个，学生 5000余人。 在职教工 302人。 学校前
身是 1924 年在金石桥建立的“高级女子专
校”，后更名为“邵阳第九区女校”，1945年改名
“新隆中学”，1953年定名为湖南省隆回县第二
初级中学，1958年发展为完全中学，1986年南
迁至隆回县城西原邵阳师专所在地至今，1999
年被评为市级重点中学，2003年晋升为湖南省
示范性普通高中。

九十年风雨沧桑，如今的隆回二中以魏源
思想引领学校走向新的征途。 学校构筑“默深
墙”，开辟“默深园”，建立“默深亭”，矗立“默深
像”，拓修“默深路”，打造“默深文化广场”。 80
届部分校友捐资建设 50多米的魏源文化墙长
廊，92届校友丁群捐款 40 万元树彩色多功能
电子显示屏，93 届校友王江田捐资 40 万元修
建办公楼前 128米长的汉白玉栏杆，87届校友
邹今友捐资 10万元购来景观石， 高 144班校
友捐资 40万元修建科教楼后汉白玉栏杆及完
善道路设施，初 72班校友欧阳毅、袁广见出资
40余万雕塑魏源铜像。 95届校友李才喜捐建
安装了校园全程监控系统。 学校相继在办公楼
后修建校史文化墙，修葺精建了校门，正着手
开发校园西部建设，第二足球场、塑胶田径场、
体艺馆。

九十年春风化雨。 二中人秉承着“以人为
本、质量第一、锐意创新、突出特色”的办学理
念， 在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中明确学校定位，在
严格与活泼的协调中优化学校管理，在树德育
才措施的磨合中提高学生素质，在改革与创新
的探索中凸现办学特色，走出了一条“高标准、
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平”的全面育人、兴校强
教之路。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学校规范化管理
示范单位”、“全国特色学校”、“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
校”、“全国《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学研究》优秀实
验学校”、“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百强单位”、

“省未成年人保护先进单位”、“省现代教育技
术实验学校”、“省绿色学校” 等 80多项国家、
省级荣誉称号。

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 原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许云昭，原省教育厅厅长张放
平等领导先后来校视察；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唐之享为隆回二中欣然题词： 加强德育工
作，培养四有新人；原省委宣传部张志初副部
长称赞隆回二中是“最让家长和社会放心的学
校”。 县委书记赵湘明、县长马健强、 县委副书
记陈历贤、副县长刘芬、教育局长彭和生等领
导多次来校指导。

师生相长———展开腾飞的翅膀
近三年来，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成绩斐

然，25人在省、市、县教学比武中获一等奖。 近
年来，学校教师承担国家、省、市、县级教研教
改课题 26 项，已获阶段性成果奖 12 项，开发
的《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学研究》课题在全国“十
五”规划总课题组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德育课
题《三色教育》获国家级“十一五”规划重点课
题一等奖。 师生文学作品集《雏凤心声》获全国
《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学研究》成果特等奖。

三年来， 学校教师有 100 余篇教育教学
论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 10 多本教
师编写的《研究性学习》、《快速作文》、《探究·
合作·成长》等教材相继在人民出版社、天津
出版社出版。

历史也会永远记住这些从二中走出的英
杰才俊，九十年来，历代二中人秉承魏源思想
和创新理念，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其中有《人
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陈早春；清华大
学教授孙梅生；原北方交大副校长、博土生导
师张全寿；央企部级领导刘本粹；中科院刑法
研究室主任刘仁文； 中科院博士生导师王亮
生；海归留美博士后谢剑；中山大学行政管理
学院党委书记谭劲松；旅英访问学者、中山大
学教授博导彭爱云；学校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北
大、清华双博士，任职共青团北京区委的江萍；
还有商界巨子、大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中华药品批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曾受到胡锦涛同志亲切接见的欧阳日坪；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与家宴款待的美
涂士集团总裁邹今友。

学校默深文学社和凤声报可谓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和
政坛精英，如民俗摄影家刘启后、扎根于乡土
的知名作家胡光曙、军旅作家马萧萧、编剧出
《水浒后传》的著名编导周劲翔等。

教研教改———取之不竭的源泉
学校教学教研工作以“转变课堂模式，构建

高效课堂”为中心，倡导自主学习，实行先学后
教，讲练结合，当堂学习、当堂练习、当堂评价，
达到“堂堂见效果，日日出成绩”的教学效果。

师生奋力拼搏， 教育教学质量屡创新高，
该校奥赛成绩领跑全市，高考上线人数在全市
名列前茅：2010 高考二本上线突破 500 大关；
2012年二本上线突破 600大关；2010年高考，
欧阳烨烨以实考分 663 分荣获全县应届理科
状元，陈瑛、易遵发同学考取飞行员。2012年高
考，尹诗姝 637分夺得全县文科状元。 2013年
高考， 袁星驰同学以 666 分荣获全县理科状
元， 考取清华大学； 龙一方同学以实考分 618
分夺得全县文科状元。 2014年高考，秦艳玲同
学以 683分荣获隆回县理科状元，考取清华大
学；李巍同学以高考 661分和面试第三的成绩
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这也是隆回历史上第一
位进入港大的学生。

在湖南省前六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中，该校三次荣获邵阳市第一名，三次获邵阳市
第二名。 其中 2009 年荣获湖南省第十九名，
2011年荣获湖南省第八名，2013年荣获湖南省
第七名。

隆回二中是湖南省奥赛成绩最突出的学
校之一。 近年来， 谭星获化学奥赛国家级一等

奖；史兴青获物理奥赛国家级一等奖；刘茜醇获
化学奥赛国家级一等奖，湖南赛区第一名；阳恩
林获数学、 物理奥赛两个国家级一等奖； 袁星
驰，秦艳玲都有两科次荣获全国奥赛二等奖。近
三年，隆回二中学生在数、理、化、生奥赛中共获
国家级奖励 60人次，省级奖励 120人次。

隆回二中的素质教育如火如荼。 为了发展
学生的个性、特长，学校先后成立了 20多个社
团组织，自主开发 36门校本课程，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2010年来，学校还把自
主开发的优质课送到县内边远山区每所乡镇，
受到了初中师生的热烈欢迎和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

“三色教育”———点亮航行的灯塔
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新时期，隆回二中将德

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德育理念的更新和
德育途径的创新作为一项常规工作。 创建了以
养成教育为基础、“三色”教育为核心、自我教
育为目标的全新德育体系。

“红色”激励教育。 通过思想政治、革命传
统、理想前途教育，促使学生在学业、品德和人
格方面的健康发展。“绿色”成长教育。 通过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黑色”警示教育。 通过开展反邪教、禁
毒、禁黄、禁赌、防艾滋病等专项教育活动，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最佳反面教材。

与此同时，学校狠抓德育常规教育，实行
严格的住读封闭式管理。 舒适美观的学生公寓
式寝室，摆设不逊军营；气势磅礴的课间操被
前来视察的省市领导誉为“湖南第一操”； 丰
富多彩的课外生活让同学们感觉到二中家庭
般的温暖； 学校食堂属邵阳市 A 类食堂，近
5000名学生在食堂就餐自觉排队，地板干干净
净，不掉一粒饭。 在宽敞、美丽、舒适的园林式
校园，二中学子如坐春风，沐浴着雨露阳光。

学校大力推行“爱心奖学助学工程”， 建
立了一套包括经费减免、 贫困资助、 奖学激
励、勤工俭学、校友助学基金等多元一体的多
层次全方位资助体系， 确保贫困学生“进得
来，读得起，留得住”。

2006年 10月成立了校友助学会， 广大校
友至今捐款已达 400 多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
1300人。近年来，高 92届校友丁群设立了动力
100奖学助学基金，每年资助 10万元；初中 72
班校友欧阳毅设立了欧阳毅助学基金，每年资
助 6万元；高 110班校友欧阳晓风将隆回经济
发展突出贡献资金 5万元全部捐给母校；高 87
届校友邹今友每年捐资助学金 1万元。 欧阳日
坪、谭志雄、肖旭、阳志云、陈定金等校友纷纷
慷慨解囊。 史兴青、覃旺军、秦艳玲、罗忠清等
受资助的贫寒学子相继考上清华、北京、上海
交大等大学。“爱心奖学助学工程”为二中贫寒
学子撑起了一片爱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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