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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仰，无以谈人生。 没有学习，
何以谈体悟？在阳光灿烂的秋日，来一场
涤荡心灵的朗读， 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
想信念，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一次
宝贵的人生体验， 更显意义非凡。 10 月
29 日正午，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
者大赛走进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
学院， 全院近 900 名师生在学校广场齐
声诵读党报经典文章， 让文字通过声音
凝聚力量，让主旋律通过朗读传递价值。

升国旗、奏国歌、全体行注目礼，学
院党委书记刘富林致辞， 师生共同朗读
《湖南日报》文章优秀选段。碧空如洗、麓
山苍翠、 白衣飘飘……这是一场入耳入
眼入心的朗读活动， 也是一堂特别具有
仪式感的学习课程，过程有条不紊、一丝
不苟，凸显了活动组织者的用心。

中西医结合学院院长邓奕辉告诉记
者， 院里对此次朗读党报的活动高度重
视，不仅将其列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经过了前
期精心筹备策划、反复彩排，才有了今日
的完美呈现，“我们院一直致力于将思政
内容融入平常的教学中， 此次学习机会
确实难得， 所以除了在外实习的高年级
同学，全院师生几乎都来参加了。 ”

据了解，湖南中医药大学于 1993 年
开办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专业。 通过 20
多年的办学， 构建了中西医临床一体化
的本科教育模式， 被国内多所同类院校
借鉴使用。2008 年和 2009 年该专业分别
被批准为湖南省和国家教育部特色专
业，2019 年该专业被批准为湖南省一流
专业， 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具有明显的优
势， 并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中西医结合

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谈及优秀人才的培养，刘富林表示，

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治病救人的
本领，更要培养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情怀。

“通过此次朗读者大赛，我们希望引导这
些青年学生们通过权威党报了解时事政
治，了解祖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明白自
己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从而树立崇高信
仰，才能不迷不惑，步履坚定，迈向实现
自我价值和民族复兴的星辰大海。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思想理论
的魅力和价值， 唯有真学深学才能深刻
体悟。亲近、走进、深入，理论便会以出乎
意料的方式回馈你、帮助你、促进你、成
就你。 ”作为此次朗读活动的领读者，大

三学子魏树展已经将这段文字反复咀
嚼，熟记于心，外化于行。 来自河北的他
普通话标准、声音浑厚，拥有成为一个朗
读者的先天优势。 而他对朗读也异常热
爱，主持、朗诵活动参加过不少，但这次
的朗读党报活动又带给他新的体验：“首
先， 朗读者对于纸质的载体有天然的亲
切感， 所以党报的纸墨香令人沉醉；其
次， 党报登载的文章主题深刻， 内容经
典，引领主流价值，对于年轻人有极大的
启示与教育意义。 以后，我不仅要自己多
读党报， 更会推荐给身边的小伙伴们一
起读。 ”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
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学思践悟中
牢记初心使命， 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
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一段朗读就是一个火种， 点燃的是学子
们的爱国热情和报国理想， 照亮的是准
白衣天使们的闪亮青春。

10 月 31 日下午， 由道县二中校团委和体艺组共同主办的
韵律操决赛在该校篮球场举行。 伴随着时尚欢快的节奏，20 支
参赛队伍先后登场，跳起了活泼愉悦的韵律操。 据悉，这套操是
该校舞蹈老师自创编排的，因为动感赢得学生的青睐，取代原广
播体操，成为学生们每天必做的大课间操。

姚雪琴 蒋克青 摄影报道

以朗读激发热情 用信仰点亮青春
———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走进湖南中医药大学

本报记者 范莉娜

“烧杯、鸡蛋、食盐、清水……哇，这
是实验课吗？”11 月 1 日，在学生的疑惑
中，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新寨完全小
学田元春老师在六年级 109 班教室开
启了《会跳舞的鸡蛋》的习作辅导课堂，
运用科学实验让学生积极投入到“鸡蛋
如何在盐水的浮力中‘舞蹈’” 的试验
当中，从而进行快乐写作。

40 多名学生全神贯注，踊跃参与。
学生杨浩鸣第一个上讲台。 起初，

加入一勺食盐后， 鸡蛋还是静静地卧
在杯底。 杨浩鸣很焦急， 不断加入食
盐，两勺、三勺……当他用筷子搅动水

和鸡蛋时，鸡蛋慢慢旋转上升，如同芭
蕾舞演员一般“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台下的孩子们
跃跃欲试。

“请小组合作完成”，随着田元春一
声令下，孩子们纷纷回到座位，你一言
我一语讨论着刚刚的步骤，思考着怎样
让鸡蛋“跳舞”。

“只要三根。 ”“不对！ 不对！ ”“还要
减少。 ”“只需要一根筷子就行了……”
学生杨康康所在的小组激烈地讨论着
用几根筷子搅拌才适合？ 经过不断试
验，最终在食盐足够、用一根筷子搅拌

均匀的情况下，孩子们成功了，也明白
了“盐水是有浮力的，盐水越浓，浮力就
越大，鸡蛋就‘跳’得越高”这一原理。

试验过后，孩子们埋头写作，用夸
张、 风趣的文字记录下有趣的课堂，他
们从昔日的望“文”兴叹、谈“文”色变，
变成了如今的跃跃欲试、奋笔疾书。

新寨完全小学有许多像田元春一
样的语文教师，他们秉承着“留心处处
皆学问，实践方能出真知”这一理念，主
张学生习作要生活化、活动化，让学生
在生活中获识，在活动中思考，在实践
中书写。

鸡蛋缘何“跳舞” 为国夺金
本报讯（通讯员 赵玲玲）近日，从

第三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俄罗斯赛区之欧亚世界技能高科
技公开赛传来捷报，代表中国出征无人
机操作赛项的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以下简称张家界航院）代表队
为国夺金， 与俄罗斯代表队并列第一。
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在历届赛事中获得
的第二枚金牌。

据悉，大赛在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举行， 来自欧亚国家的近 500 名选
手，参加了 26 个国际赛项和 20 个国内
赛项的技能比武。 中国代表团共有 16
支代表队 23 名选手参加无人机操作、
工业机器人、 逆向工程等 13 个赛项的
角逐，并荣获 1 金 8 银 6 铜的成绩。

本次无人机赛项包括无人机组装、
航空摄影、 无人机抓手、3D 建模与打
印、手动飞行运输货物、自主飞行运输
货物等 6 个竞赛模块。 张家界航院选手
周凯鹏与俄罗斯、南非、巴西代表队选
手展开激烈比拼，以 520 分的总成绩为
中国代表团赢得本届赛事唯一的金牌，
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科普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余进勇）10 月 31

日上午， 醴陵市实验小学组织举办了
“创新与知识产权” 科普专题讲座，2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校邀请专家从“国家创新能力与
经济发展水平”“创新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思考与建议”等 4 个方面讲述了“自
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 同时，
以学生生活中的一些发明创造为例，鼓
励学生做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有心人，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精
神与实践探究能力。

趣味拼地图
本报讯（通讯员 肖蝶 陈晖）近日，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田家湖学校初中部
开展“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等系列活
动，缓解学生压力，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云贵福吉
安” ……学校组织八年级全体学生参与
趣味拼地图竞赛，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
地理的兴趣，更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此外，该校七年级学生用英文字母，拼凑
出书法作品，享受英语学习的快乐。

支教老师捐赠一体机
本报讯（通讯员 彭新平）近日，炎陵县水口镇

中学支教教师陈建华，为学校捐赠了一台价值数万
元的打印复印一体机，解决了好试卷难印、耗材大
等难题，老师们一个劲地说：“太好了，以后测试就
方便多了”。

“品味”艺术节
本报讯（通讯员 王煌 万傲晗 黄倩）10 月 28

日至 29 日， 长沙县第九中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艺
术节。 活动共设三个会场：美术作品展、多彩文艺
秀、阳光运动会，分别以“文明其精神、优雅其气质、
野蛮其体魄”为主线，聚焦素质教育，带动学生综合
素质的总体提升。

美术作品展上，或秀美飘逸、灵动传神，或雄浑
激荡、气势磅礴的美术作品吸引眼球，学子们在这
里修生养性。校园音乐汇报演出中，朗诵说唱、相声
舞蹈、T 台走秀、乐器独奏等丰富的内容相继登场。
阳光运动会现场，刚劲有力、虎步生风的学生，活力
四射、欢乐无限的教师趣味运动会，配合默契、激动
人心的接力赛，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穿衣大比拼
本报讯（通讯员 尹智慧）11 月 1 日下午，益阳

市人民路小学荞麦园校区举行一年级学生自理能
力大比拼活动，在 3 分钟内完成穿衣服、系鞋带、整
理书包的孩子，就能获得“自理能力合格证书”，不
合格的孩子训练一周后再进行考核，直到拿到合格
证。

在加油声、欢呼声、欢笑声中，孩子们展现自己
的自理能力，最先完成的孩子只用了 1 分 44 秒。 在
一旁围观的爷爷奶奶为他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黄连建 曹
学辉）10 月 31 日， 江永县 2019
年“国培计划”小学语文送教下
乡（B203）小组磨课活动在夏层
铺镇学校小学部二（1）班教室内
进行，该校语文组全体教师参与
第三次磨课。

本年度小学语文国培送教
下乡的主题为“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的朗读指导”， 经过前期的

两次磨课后，该校二年级语文教
师李巧娟第三次展示《狐狸分奶
酪》课堂，精美的课件、直观的教
学、漂亮的道具、学生响亮的朗
读、趣味横生的学生表演……处
处体现出学生的朗读、教师恰到
好处的指导、集体磨课的良好效
果。 课后，该校小学部语文组全
体成员磨课评课，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想法和见解。

集思广益打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