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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尊重先行交朋友
英语老师廖鞅辅导的学生， 每一次

上课都要聊天，谈一谈她的学习和生活。
廖鞅老师有时候像她的好朋友， 有时候
又像一个英语陪聊师。 一对一的好处是
每学到一个单词、一个句式，都可以敞开
聊，不用担心时间，直到学生熟记于心。
虽然孩子的词汇量还不大， 但她的热情
极高，表达的欲望也很强烈，并且一点点
鼓励都能让她非常开心。孩子说，这种生
活中学英语的状态是她很喜欢的。

刘柳老师不仅能从专业上充分地帮
扶孩子，还能从心理的角度，帮助孩子疏
导学业压力、 给孩子制定详细的每日练

习计划，孩子把她当作大姐姐一样看。
当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分批次返

回长沙， 周论老师和孩子商议将视频见
面改为了一周一次。 每到视频见面的前
一天，孩子就会在微信上提醒周老师，习
惯了一个多月的视频见面， 一周不见他
们就觉得如隔三秋了。

专业魅力揽人心
杨冰花老师辅导的学芊小朋友周末

排了不少课， 但是当杨老师问她周末还
继续和她线上“约会”吗？ 屏幕上立马出
现了“当然呀”，可见杨老师在辅导中用
阅读让她感受到不少学习乐趣。

王莲娥老师辅导的映彤最喜欢王老

师设计的诗词挑战
活动。 这段时间孩
子背诵了很多诗
词， 在王老师的带
领下， 她们从一句
诗带出了一首诗、

一个诗人、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化补给，
让孩子畅游在文化之海。

姜阳阳老师教孩子学习萧红的《祖
父的园子》这篇课文，很自然地聊到萧红
这个人物， 聊她的写作风格， 聊她的才
华，聊她的一生……让孩子对作者的《呼
兰河传》等其他书籍也增添了好奇。 姜老
师在孩子做阅读理解练习时还准备了提
分的小锦囊，同时还告诉她，虽然有锦囊
在手，但任何学习都是没有捷径的，日复
一日的坚持才是提分的最好办法。

孜孜不倦结情谊
廖加英老师已经陪婧玺学习了三十

多次了， 孩子会自觉和廖老师分享自己

的线上新课学习笔记， 给老师讲网课中
学习的民间传奇故事，分享歌曲《化蝶》，
孩子如此敞开心扉，廖老师果然有高招。

孙瑛老师在辅导的过程中， 坚持写
辅导日记， 为孩子梳理知识点做好充分
准备，记录孩子的点滴成长。 等志愿活动
结束后， 这将成为她和孩子之间一段难
忘的记忆。

这样的例子在砂子塘小学本次的志
愿活动中不胜枚举， 每一个老师的用心
付出， 都成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宝贵的
精神财富。 吴书老师动情地说：“医务工
作者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爱， 深深地
影响着我。 作为一名有着 58 个孩子的班
主任， 作为有着 13 个班的年级组长，作
为一位家有小学生的母亲， 我每天的工
作也是复杂繁琐， 但我想我们应该克服
万难， 做好志愿者活动， 因为有太多医
生、警察、社区服务人员……他们冲在了
抗疫前线。 ”

编者按：4 月，春回大地，生满
校园。 回望这个特殊的寒假，在全
民战“疫”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教
育人，他们坚守岗位，深扎学校抗
疫第一线；他们创新教学，打造多
彩空中课堂；他们倾力帮扶，为贫
困学生送去温暖……他们用责任
与关爱，为万千学子筑牢一道道坚
不可摧的爱心防线。

精准帮扶，确保每个孩子不掉队
得知要开启线上教学， 岳阳县公田

镇的留守儿童李望和爷爷奶奶急得团团
转。

李望家境贫寒，买不起智能手机。 2
月 11 日，岳阳县公田镇甘田中学通过排
查，发现他家“不具备上网课条件”。 几天
后， 该校行政凑钱购置了一台智能手机
送到了李望手中。

“针对不同区域、条件的学生，我们
采取了精细化的管理、指导和帮助。 ”岳
阳县教体局副局长李丽荣介绍， 自疫情
阻击战打响以来， 该县依托贫困认定和
建档立卡数据库， 迅速对家庭经济困难
和建档立卡学生开展资助， 简化申报流
程；积极摸排因疫情临时致困的情况，逐
一联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了解学生需
求，做好资助服务工作。

岳阳县公田镇甘田中学有 52 名建
档立卡贫困生，早在 2 月初，学校便对全
校 418 名学生进行了全面摸底。

经摸底，出现了三类问题：家住公田
镇浏泗村的李望由于父母在外打工，爷
爷奶奶没有智能手机， 不具备上网课的
条件；5 名因疫情临时致困的学生，不懂
网上学习操作流程和完成作业方法，线
上学习存在困难； 身处偏远山区飞云村
的 4 名贫困学生怎么样都无法联系上。

岳阳县教体局和该校迅速制定方案，
兵分三路，分头行动。 一路为李望解决智
能手机问题；一路到因疫情临时致困的 5
名学生家中，帮学生安装学习 APP、教会
其使用平台学习和完成作业，以及查看教
师批改的作业情况并及时纠错。

最后一路是最为棘手的。飞云村距离
镇上有 9 公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路
崎岖。岳阳县公田镇中心学校校长彭光明
心急如焚。 2月 20日，彭光明和学校教学
处主任肖建、班主任汤纳决定上门寻找学
生。 当天，寒风呼呼刮着，大雨不停下着，
骑着摩托车的彭光明三人穿着厚厚的棉
衣，也抵挡不了寒冷的侵蚀。半个小时后，
脸颊冻得通红、手脚逐渐麻木的他们终于
到达了飞云村村口。 在村口，他们发现通
往村内的道路出现了山体塌方。

此时，彭光明恍然大悟，山体塌方导
致该村出现通信故障， 学生才无法联系
上。 经过塌方点，他们踏上田埂、山道，挨

家挨户地找学生……当贫困学生和家长
看到冒着大雨、 戴着口罩的校长和老师
出现在家门口时，既激动又感动。

通信故障一时半会修不好， 学生们
上网课怎么办？岳阳县教体局、公田中心
学校为贫困学生架起了“教师———村委
会———学生”的沟通桥梁，教师将复印的
学习资料统一送到村委会， 学生和家长
去村委会领取。与此同时，迅速联系通信
技术人员，抢修通信线路，真正打通线上
学习的“最后一公里”。
精心准备，3913 名贫困学生获赠图书
“这本《城南旧事》我早就想看了。谢

谢县教体局给我送的 6 本书， 我一定在
家好好阅读，认真做阅读笔记!”岳阳县月
田中心学校八年级的学生李水雄开心地
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岳阳县教体局捐赠的
爱心图书。3 月 16 日，岳阳县教体局购置
价值 50 余万元的爱心书籍全部邮递到
了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手中。

“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启动后，岳
阳县教育工会向全县教师发出了“爱心
捐赠，共克时艰”的倡议，募捐的款项全
部用于购置图书，并投递到 3913 名贫困
学生的手中。

家住岳阳县张谷英镇大明山村的张
黎收到县教体局精心准备的“爱心礼包”
时十分激动，“久宅在家， 我十分渴望阅
读课外书籍，扩充知识。 但是疫情期间买
不到书， 幸亏教体局给我送来了课外书
籍，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懂得了
许多道理。 ”

让他惊喜的是，在收到书籍的同时，
大礼包里还有一封县教体局的叔叔阿姨
们专门为同学们撰写的一封信。“希望你
们在阅读中拓展博大胸怀、 立下凌云壮
志、 坚定爱国情怀……” 在寒冷的天气
里，信里的殷切叮嘱，伴随满满的爱心，
暖化了每个学生的心灵。

（本文贫困生均为化名）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刘成文 万石正 彭溢湖

孩子，老师和你有个“约会”
本报记者 黄帝子 通讯员 文梦笔

“怎么办？ 家里没装宽带，上不了网课，我的复习进度会跟不上班
上其他同学。 ”这个寒假，岳阳县一中高三年级贫困学生刘欣怡在上
网课时犯了难。 班主任得知情况后，立即与她取得联系，赠送了免费
的流量包，一解燃眉之急。

自从岳阳县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贫困学生无法正常上网
课，成了岳阳县教体局面临的难题。

如何确保每一个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不掉队？ 岳阳县教体局局
长王敏告诉记者，“岳阳县教育人始终牵挂着全县的贫困学生， 在疫
情防控期间对贫困学生无法正常上网课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采
取精细化帮扶管理，确保了特殊时期没有一个学生掉队。 ”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湖南众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医护人员在前线战斗，无法顾及自己的孩子。 为
了更好地关爱这些孩子，让医务工作者没有后顾之忧，自 2020 年 2 月 16 日以来，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
小学发起了关爱湘雅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子弟志愿活动，三个校区累计关爱了学生 52 名，共有 150 多
位老师投入到此次志愿活动中。

砂子塘小学的老师们根据孩子的具体需求，组成了帮扶小队，进行“一对一、二对一、三对一”的线
上关爱，关爱内容主要为生活规划、学习辅导、艺体训练、心理疏导等，一般每周进行三次，每次开展的
时间为一个小时以上。

一个多月前，砂子塘的志愿者老师与这些孩子素未谋面，但是一个多月后，老师们与这些孩子成为
了朋友，孩子们似乎离不开他们。 是什么魔力让孩子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老师们各有各的妙招。

岳阳县教体局为学生送来爱心书籍

孙瑛老师给学生讲课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岳阳县教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