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墨书香沁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玲 尹钢）11 月 22

日，平江县城关镇新城学校五年级举行了“最
美中国字”硬笔书法比赛。 40 分钟的竞技时
间里，该校五年级 541 名小“书法家”们用心
谱写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贵在坚持，方能收效。”借本次硬笔书法
比赛的东风，该校语文老师纷纷表示，要从平
日点滴做起，培养学生正确的书写姿势、提高
学生写字的正确性、规范性和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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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艳）11 月 25
日，周一第一节课，湘潭县花石镇龙口
中学近 400 余名师生开启了不一样的
周会课。围绕“‘学习强国’进课堂的”主
题，各班分别采用观看学习视频、听红
色故事、阅读文章、合作探讨等形式将
活动落到实处。

“刚刚过去的‘小雪’节气，你们
了解多少？ ”该校 163 班班主任蔺霞
抛出问题，引导学生观看“学习强国”
中关于“小雪” 节气的介绍视频，雪
景、诗词、详细解说，制作精美的视

频，学生们认真观看，埋头思索。
“看完整个视频，我迫不及待想了

解更多‘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常识。 ”在
讨论交流环节， 学生谢晨曦站上讲台，
兴奋地说：“原本以为‘学习强国’是家
长、党员的学习专属软件，没想到还有
这么多符合学生学习的内容。 ”

蔺霞的这一节课，得到了 163 班所
有学生的高度认可， 学生们讨论热烈，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笔者在学校转了一圈，发现所有班
级都沉浸在激烈的讨论中。九年级政治

课上，学生在课前播报“学习强国”中的
最新时政热点；历史课上，老师结合相
关视频向学生讲述中国的发展进程
……学生们在视听中直观地感受国家
日新月异的变化，提升文化自信，培养
爱国情操。

据悉，龙口中学的“学习强国”进课
堂活动已成为常态，学校教师从文化、党
史、中国相册、时政等方面着手，结合教
学内容将“学习强国”平台丰富的资源带
入课堂，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多
样的内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强国”进课堂

11 月 23 日，桃江一中举行第 45 届体育文化节，活动分为田
径运动会和班级风采展示两个部分进行。

田径场上，运动健儿生龙活虎、奋力奔跑；综合球场上，乐器弹
唱、情境朗诵、活力舞蹈、现场合唱等十八般武艺，异彩纷呈。 校园
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青春的笑脸、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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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气息

本报讯（通讯员 黄初松 杜玉姣）近
日，湘西雅思实验学校（初中部）召开了
2019 年秋季家长会，2000 多名家长走进
校园、走进教室，与教师亲切交流，共同助
力孩子成长。

三个年级分别以“角色的转变”“与青
春期的孩子共成长”“中考规划”为侧重点
进行本次家长会，通过交流，家长们丰富
了家庭教育方法， 就如何尊重和关爱孩
子、培养孩子的好习惯等观念与学校达成
了共识。

为打开学生表达爱的窗口，更加牢固
树立目标与理想， 学校还特邀嘉宾为初
一、初二年级全体家长和学生做“心怀感
恩、筑梦前行”的专题讲座。 讲座紧紧围绕
“感恩”“筑梦”两个关键词展开，讲述读书
的重要性，并引导他们表达爱。

为提高学校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掌握消防基本知识，近日，衡阳市衡
钢中学（以下简称衡钢中学）举行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学校邀请了湘安科技有限
公司教官李荣担任此次讲座的主讲，学
校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参与了此次讲座。

首先， 李荣为大家讲解了基本消防
安全制度，并简要介绍了相关法律法规，
旨在使大家形成基本消防观念。而后，他
结合亲身经历和一些实际案例， 并配上
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 一段段发人深
省的视频，生动地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
接下来，他介绍了常规消防设施的使用，
并现场演示了报警器、 灭火器的正确使
用方法， 让大家对消防知识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

本场讲座，所讲消防知识深入浅出，
引用的案例发人深省， 令全体教职工的
消防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掌握了基
本消防知识和灭火技能。下阶段，衡钢中
学将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管理，强
化消防安全工作机制，人人防患，在岗同
责， 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加强排查和部
署，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不发生一起
消防安全事故，真正杜绝安全隐患。

学校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又繁杂
的工程，这需要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贵在
坚持，重在常规。 一直以来，衡钢中学坚
持从细处着手，在重点上下手，狠抓一日
安全常规管理工作， 有效地保证了学校
工作安全、健康发展。 学校按照“一岗双
责”的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
了“学校安全管理一日常规”“处室、年级
组安全一日常规”“教师安全一日常规”

“学生安全一日常规”“住宿生安全一日
常规”等管理细则，从各个时段对安全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让管理者、教师、学生
知道我该怎么做，做什么，管理工作和个
人行为得到很好的规范和约束。

安全工作千头万绪， 衡钢中学主抓
门卫管理、值班巡查、隐患排查整治、安
全教育、重点人群监控五方面的工作。

门卫管理和值班巡查。 学校设立了
门卫室， 同一时间段至少安排三名门卫

值班，门卫人员配置了电警棍、防爆服等
装备。 早上、中午、晚上学生进出时段配
备了值班领导和教师，带班值班。严格执
行来客登记制度， 严禁社会闲散人员进
入校园。 做到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
己的人”。 成立了校园安全巡逻队，巡逻
分时段、分场所进行，上学放学时间、课
间活动时间和夜间是重要的三个时段。
在学校重要部位都安装了视频监控设
备，做到监控无死角。

隐患排查整治。 学校成立了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小组， 日排查周小结，
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建立台账， 隐患整
改做到“五个一”，即“一个隐患、一名领
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一定消除”。 同
时， 还对校园内存在的矛盾进行排查调
处，及时化解各种影响稳定的人际矛盾。

安全教育工作。据分析， 80%的中小
学生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通过教育和预

防避免的。因此，衡钢中学一直非常重视
安全、法制教育工作，将安全、法制教育
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开展专题活动。
学校利用“安全教育日”和“法制宣传教
育日”及重大节、假日，通过应急演练、主
题班会、 国旗下讲话、 板报以及知识竞
赛、 有奖征文等形式， 开展专题教育活
动， 极大地丰富了师生的安全、 法制常
识，强化了安全、法制意识。

重点人群监控。 近几年，全国发生在
校园内的安全事件证明， 做好教师和学
生的心理健康监控和疏导是十分必要
的。衡钢中学建立了教师、学生安全信息
档案，对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和特殊心
理或者其他心理状况异常等特质的教师
和学生进行备案登记， 重点对他们进行
监控和帮扶教育。 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问题， 将可预见的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

学校要发展，安全是关键。衡钢中学
始终坚持“安全高于一切”的原则，加大
学校安全工作力度，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
工作措施，以“创建平安、文明、绿色、和
谐校园”为目标，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应
有的贡献。

安全高于一切
———衡阳市衡钢中学狠抓学校安全建设

通讯员 兰颖波

快乐大课间
本报讯（通讯员 潘露 张二健）“天地

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11 月 22 日，武冈市龙溪镇中心学校
举行主题教育暨“名师周”活动大课间操
比赛。 来自全镇 6 所中小学校的 9 支方队
720 余名农村孩子进行比拼。

据悉，自今年 6 月份以来，龙溪镇各
中小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利用“新薄
改”体育设施建设成果，将舞蹈、武术操、
啦啦操、跑操等多项特色项目融入大课间
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孩子的校园文化
生活，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参与积极
性，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

玩出“球”技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何亚玲 廖

媛媛）11 月 22 日上午，石门县楚江街道第
二幼儿园冬季“亲子”运动会举行。 在运动
场和教室的 12 个赛点， 家长和幼儿围绕
球，进行了保护球宝宝、合力运球、赶小
猪、趣味拔河、穿越障碍等 12 种“玩”法，嗨
欢了幼儿园。“孩子回家就神气地炫耀和
摆弄着获得的奖牌，拍照发给远方的爸爸
妈妈。 ”小三班的覃昱涵爷爷在班级微信
群内这样留言。 顿时，群内点赞不断。

军事研学完美收官
本报讯（通讯员 张莎 李霞）日前，怀化

市锦溪小学五年级 500 多名师生来到芷江侗
族自治县侗文化城， 走进怀化市中小学综合
实践基地。重走长征路、素质拓展、手工缝纫、
农耕劳动、消防演练、感恩教育、文艺演出等
一系列集趣味性、体验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实
践课程和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们兴趣盎然，
收获满满。

一抵达基地， 学生们就迫不及待地换上
迷彩服整装待发，在举行军事拓展、消防演练
等活动后，便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着“会
师” 的目标前进。 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
涉，“小红军”突破“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
定桥”等重重关卡，最终胜利在山顶“会师”。

随后的野炊和农耕活动中， 学生们分工
合作，躬耕力行，体验了劳动的辛苦与丰收的
喜悦。 文艺晚会上， 学生们大胆展现自身才
艺，节目精彩纷呈。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11
月 25 日下午，宁远九小组织 1800
余名师生开展了“对校园欺凌说
不”主题班会课。

各班精心组织， 利用收集的
丰富教育素材， 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开展班会课。 各班班主任
讲述了校园欺凌带来的严重后
果， 并向学生们讲解了有关校园
欺凌、校园暴力的常识。 学生了解
了什么是校园欺凌， 学会了如何
正确应对校园欺凌。

家校携手助力学子逐梦

对校园欺凌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