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老人承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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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一分钱，既能体验五彩斑斓的
美术，又能感受乘风破浪的航模……乡
村学校少年宫给农村儿童、农民工子女
构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童年。

寒假的校园特别安静，1 月 21 日早
上八点，长沙市明德启南中学杜志灵老
师来到学校， 已经有几个学生在等他
了，学生谭正便是其中一员。“我昨天已
经编辑完了，只需要组装好无人机就可
以飞起来了。 ”谭正娴熟地开始组装他
的飞机。

另外一边，做航模的秦择林也忙活
开了。 杜志灵告诉记者：“农村的孩子业
余活动少，但动手能力不差，孩子们特
别喜欢到学校来捣鼓这些小玩意。 ”杜
志灵是一名数学老师，几年前，他自己
买来书籍学习无人机、 航模的编程，然
后带着有兴趣的孩子们做，从开始的三
五个学生，到现在二十多，他的科技社
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

谭正开始用手机操控组装好的无

人机，平稳地飞了起来，“还可以完成翻
滚动作，不信，我给你来一个。 ”谭正划
动手机，无人机快速地做了一个 360 度
空翻。“你相信吗？人类能完成的所有动
作，机器人都可以完成。 我正在编辑一
款可以丢沙包的机器人。 ”谭正得意地
向记者展示他的“成果”：“我还参加了
全国比赛，拿过金奖。 ”

“平时不太喜欢看书， 但参加杜老
师这个社团之后，他主动买了编辑书来
看，真是没想到，那么枯燥的书他可以
安静地看上半天。”谭妈妈告诉记者。乡
村少年宫，给这个少年开辟了另一片天
地。

廖梓萱是长沙市开福区凤羽小学三
年级的学生，寒假第一天，她也早早地起
床。她和班上的小伙伴约好了，要把做的
手工作品拿到街上去义卖， 再去买些生
活用品慰问福利院的孩子。九点不到，孩
子们就带着自己做的中国风团扇、 珍珠
泥捏的小娃娃等物品和老师李璐汇合。

李璐给廖梓萱带上扩音器，由她开
始“叫卖”。“快来看，这是一幅中国风的
水墨画，作者大胆地用色，表现了冬的
韵味……”很快，路人的注意力被吸引
过来。

一旁的廖妈妈告诉记者，廖梓萱以
前很胆小， 上课都不敢举手回答问题，
自打参加学校少年宫的主持人班，现在
胆子大了， 学校的活动都主动参加，还
担任过几次主持人。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利用和挖掘潜
在教育资源，改善农村教育环境，让每
个孩子都快乐成长，目前，长沙市已累
计建成各级乡村学校少年宫 174 所，惠
及农村学生 10 万余人， 很多学校的少
年宫活动已经写入课表，学生可以自主
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团参加，并且不收一
分钱。

寒假期间，长沙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仍然给孩子们安排了不少有益的活动，
为孩子们的假期“加餐”。

本报记者 刘芬

本报讯 (记者 王燕 通讯员 胡
义兵)1 月 16 日，岳阳市教体局召开
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有偿家
教家养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动员会，
面向全市教育系统在职教师发出最
严“禁补令”，以“三主四制”督查教
师有偿补课、有偿家教家养。

岳阳市本次专项治理活动为期
一年，分部署宣传、自查自纠、集中
整治、全面总结四个阶段。 活动将以
震慑为主，层层发动、施压，做到全
民动员、全面治理，长期保持高压态
势，达到人人知晓、个个参与的目的;
以惩戒为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曝光一起。 对于苗头性问题，及时开
展谈话提醒，批评教育;以自律为主，
全体教师填写自查自纠表， 签订承
诺书。 同时严格实行责任连带制，月
报告制，一票否决制和诚信记实制。

岳阳严查
有偿补课

本报讯（通讯员 胡南南 唐洪
军 唐鸿岸）1 月 7 日至 15 日， 柳州
铁路公安处东安东站派出所为加强
铁路沿线学生的安全常识， 组织 15
名“铁警”深入铁路沿线的多个中小
学校，开展以“青春护航·爱路行动”
为主题的爱路护路进校园活动。

据了解，15 名“铁警”通过分工
合作， 相继来到和谐学校、 东安三
小、天成学校、凡龙圩学校等 9 所铁
路两侧的中小学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 其中，宣传的主要内容包括铁路
安全基本常识、 爱路护路行为准则
和高铁违禁行为等三个方面， 采取

“进课堂、面对面、有互动、重安全”
的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和安全漫画，
向各所学校的师生讲解了铁路运输
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翻越防护栅栏、
破坏和拆盗铁路设施的危害性。 本
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600 余份，
受教育师生达 4000 余人次。

东安：
“铁警”进校园

近日， 临武县教育局工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在该局院内操场上举行了一
场迎新年拔河比赛，该局 70 多名干部职工撸起袖子齐用力，共同点了一把激
情四射的迎新热火。

李赟 贺巧敏 摄影报道

撸起袖子齐用力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日
前，宁远县教育局在德源小学召开了
一次由 80 个分会长参加的教育系统
老科协工作推进会议，会上表彰了 20

个老科协工作、自我保健网络建设工
作先进集体，30 个老科协工作、 自我
保健、关心支持老科协工作好领导等
先进个人。

宁远：举行老科协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韩智林 黄珊
唐政松）永州市零陵区千秋岭小学为
了保证公平、公正对学生综合素质进
行评价想到了新点子———在 1 月 16
日的期末考试中，学校部分班级由家
长参与监考，每个考场由一名老师和
一名家长共同监考。

据悉，在考试前一天，学校对家
长“监考官”和全体教师进行了考务

培训。 该校试行家长监考模式的初衷
是为了让家长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 促进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和沟
通， 达到家校形成教育合力的目的。
监考结束后，家长们纷纷表示，希望
学校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让家长们
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学校， 了解教育，
参与教育，陪伴和见证孩子的健康成
长。

“监考官”见证孩子成长

近千名学生获新书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青平 梁会
平）“今年学校奖了我新书， 书上还有
我写的文章！ ”1 月 21 日，涟源二小的
学生谭宇轩拿到新书爱不释手， 高兴
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涟源二小自 2008 年开始组
织教师开展读书活动， 自 2009 年起，
学校开展了国学经典诵读， 已形成了
“晨读、午诵、汇报演出”的完整模式。
2015 年学校又增设阅读教学课，全力
打造书香校园。“和以前学校期末奖品
为文具不同， 这期学校在阅读征文活
动中遴选了学生作品 400 余篇其编印
成书，并将作为奖品分发给学生。虽然
学校花费万余元， 但在孩子心里扎下
了阅读的种子，这很有意义。 ”该校校
长李辉说。

本报讯（通讯员 喻梓言）1 月
17 日早晨，虽然天气寒冷，但抑制不
住周南中学 1812 班全体同学投身
公益的热情———同学们带上慰问
品， 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
敬老院。

为活跃气氛， 拉近与老人们的
距离， 同学们不仅向老人们展示了
自己的才艺 ， 还将带来的慰问
品———水果、毛巾、纸巾等一一送到
老人们的手中。 随后，该班同学分组
去拜访行动不便的老人， 围坐在老
人的床边陪老人聊家常。 交流过程
中，老人面带微笑，话语中透露出对
同学们的喜爱。 这次活动不仅提高
了周南学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而且
还真切体会到了关爱老人的传统美
德。

本报讯（记者 余娅）都说名师出
高徒，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
“湖南师大附中”）蔡任湘老师和他的
学生陈俊豪最近双双“火”了。 1 月 15
日，2018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名单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公布，蔡
任湘光荣入选。 1 月 18 日，从清华大
学传来喜讯，陈俊豪光荣入选国家代
表队，今年 7 月将作为湖南省唯一选
手代表中国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第
50 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湖南师大附中素有“奥赛金牌摇
篮”之称，自 1991 年以来，该校学子已
获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30
枚、银牌 10 枚，亚洲奥林匹克竞赛金
牌 11 枚。奖牌总数共 51 枚，稳居全国
第一。

“名师高徒”传佳话

给孩子的假期“加餐”
———长沙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