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长郡月亮岛学校第二小学：

爱心助学，一个都不能少
“我已经收到助学金 4500 元，3000

元是对宏志班每个人的爱心补助，1500
是我获得的额外奖学金。 ”学生彭正艳言
语中难掩激动。

平江县第一中学“华声宏志班”由华
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和“大爱平江”扶贫
助困慈善协会（基金会）共同打造。 招生
对象为县内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符合录取
条件的子女以及其他特困家庭的子女，
彭正艳就是其中一员。

爷爷、奶奶年纪大，身体抱恙，家庭
重担压在了彭正艳的父亲身上， 但重压
下的父亲身体也每况愈下， 只有母亲一
人在外打工， 微薄的收入维持彭正艳和
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十分困难， 更别
说让全家人吃饱穿暖。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母亲也在家待业了，这成为了压垮
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疫情笼罩的生活， 彭正
艳不担心新冠病毒， 而是在无
数个失眠的夜晚， 担心着能否

继续上学。 虽然减免了学费，但是日常生
活费对于这个揭不开锅的家庭来说，也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班主任徐效良得知
这一情况后，打电话给彭正艳，开导她，
并去她家中家访。 学校和老师的关心，给
了彭正艳莫大的信心。 如今收到助学金
后的彭正艳，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据该校校长何进介绍， 疫情期间，为
确保每一名学生安心居家学习，学校第一
时间遵照“华声宏志班”助学奖学方案，发
放助学金共计 126600元， 缓解贫困家庭
的经济压力，并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对建
档立卡贫困生、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
学生、特困救助生等四类贫困生，实施教
辅与开学学费的减免政策。学校积极收集
学生资料，为有困难的孩子开通免费流量
包，确保每个学生线上学习网络畅通。

爱的速效“定心丸”
随着湖北因疫情封城的消息传来，

平江县第一中学第一时间摸清湖北籍学
生的情况，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通过电话、
视频等多种途径鼓励学生， 传达着对学
生的关爱。

“罗老师，我安全回到平江了。 ”3 月
19日，班主任罗东兴接到了叶娴的电话，
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下。 叶娴是平江县第
一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

1月 23日， 叶娴跟随父母回到了湖
北省通城县老家，谁也没想到，新冠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叶娴也被卷入风暴中心。
即将迎接高考的她，学习必须争分夺秒，
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
让她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就在她仿徨无
措时，罗东兴给她打来了电话，这无疑是
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

“有问题老师会帮助你。 ”罗东兴一
遍又一遍的叮嘱， 让叶娴的焦虑烟消云
散。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通知，开
学时间一再延迟。 放寒假时，叶娴只带了
几本教科书，复习资料也没带齐全，因交

通管制，快递也无法将资料直接送达。 罗
东兴得知此情况后， 多方联系， 辗转数
次，最终将复习资料送到了叶娴家中。

罗东兴要求叶娴每天都要在线报平
安，做登记。 2月 19日，叶娴没有汇报情
况，情急之下，罗东兴拨通了叶娴妈妈的
电话，可因信号不好，他连打了几十个电
话才接通， 原来粗心的叶娴今天忘记了
汇报。 叶娴说，“只要遇到任何问题，网线
另一端的罗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忙解
决。 ”上网课时，偶尔家中网络信号不稳
定，会掉线，罗东兴便会将授课重点重新
拍成视频发给她。

眼看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考虑
到高三复学迎考，罗东兴又帮忙询问，回
平江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最终帮助叶娴
一家回到平江县南江镇进行医学隔离，
为复学做好准备。

如今叶娴已经顺利复学， 回忆起疫
情期间的点点滴滴， 她感概道：“正是因
为有了学校、 老师的关怀， 我才不再心
慌、焦虑，迎战高考，我有信心！ ”

“好想老师和同学们 ，真想马上开
学见到他们！ ”4 月 8 日武汉解封，长沙
市长郡月亮岛学校第二小学的周必胜
开心极了。 身在武汉的他，迫不及待地
想回到思念已久的校园，想告诉老师和
同学们 ，他在最担心害怕的时候 ，收到
了学校的大礼包。 那一刻，他感觉到了
温暖和爱，知道了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
忘记他。

一条信息燃爆一个微信群
时间回到 2 月中旬， 那时正是全国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学校有 22 名湖北籍孩子， 他们身

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害怕吗？ 防护物资
充足吗？ 一想到这些，长沙市长郡月亮
岛学校第二小学校长蔡拥政就忧心不
已。 必须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他暗下决
心。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到来，让我们伸出援手，携手并
肩， 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2 月 21 日， 学校党政办公
室在微信群发出倡议， 鼓励全校教师为
滞留湖北的本校师生奉献一份爱心。

倡议迅速得到响应，12小时之内，学
校党支部就收到爱心善款 8240元。

温暖要送到实处， 要让孩子们知道
学校没有忘记他们！ 在蔡拥政的建议下，

学校党支部决定为孩子们紧急采购物
资，准备爱心健康大礼包。 老师们首先想
到了口罩， 可是当时的长沙各大药店一
罩难求，怎么办？

党政办公室主任谭芦在朋友圈和各
个微信群紧急求助。 得知是给身在湖北
的孩子们送物资， 朋友们立刻伸出了援
手， 迅速帮她联系到了 N95 口罩和免洗
手消毒凝胶的货源。

防疫物资有了，精神粮食也不能少。
谭芦在梅溪书院的微信群里提出购书请
求， 还未营业的书院立刻表示可以开辟
特殊通道，让老师来选购图书。

一切安排妥当， 已是 22 日深夜，大
家却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能为风暴中心
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让每一个人都充满
了力量。

奔波一天采购物资
2月 23日一大早， 学校总务处主任

潘泽毅就赶到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
公司的厂房，拿到了免洗手消毒凝胶，随
即， 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梅溪书院挑选
图书。

当天中午 12 点，原计划的物资采购
齐全。 资金还有剩余，潘泽毅立刻想到了
书院附近的迪卡侬运动超市。 孩子们宅
家抗疫肯定憋坏了， 给他们买点室内活
动器材，运动运动更健康！

22 名小朋友， 每人 8 个 N95 口罩，
一瓶免洗手消毒凝胶， 一本书， 一个飞
盘，一副跳绳，一个运动背包，爱心礼包
终于准备完毕。 潘泽毅顾不上吃饭，立刻
赶往顺丰快递公司。 到达站点，快递人员
却告知：因为整个湖北地区封路，部分孩
子的物品暂时无法寄出， 而且通路的具
体时间是未知数。 经过协商，快递公司答
应保存物品，潘泽毅则要随时关注 APP，
一旦解除封路立即下单， 快递公司将第
一时间进行运送。

下载 APP、填写地址、打包物品，忙
完已是下午 3 点多。 潘泽毅长吁了一口
气，一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盼头。

一首小诗表达深情
2 月 26 日， 周必胜率先收到了爱

心礼包。 自从 1 月 18 日到武汉后，他
一直没有出过家门， 仿佛被关了长长
的禁闭，情绪十分低落。 拆开礼包，他
直呼不可思议：“学校、老师、同学们还
记得我！ 有了飞盘和跳绳，我又可以运
动了！ ”

3 月 1 日， 周必胜写了一首小诗，通
过爸爸的微信发给了班主任王亚红老
师。“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能装下整个世
界/能装下所有美食/能装下所有快乐/我
的眼睛很小很小/在我伤心的时候/在我
感动的时候 /就连两滴泪珠也装不下

……”纯真朴实的小诗，感动了所有读过
的人。

3 月 15日， 最后一个快递发往了湖
北省黄冈市。 这样，22 名身处湖北的孩
子，都收到了来自学校的礼物。

礼包并不是学校唯一为湖北籍孩子
们做的工作。 开学之后，学校还将安排心
理教师曾波为本次滞留在湖北的学生做
一次团体心理辅导，引导学生积极、科学
应对疫情，保持良好心态。

学校是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场所，
教师是陪伴他们生命成长的见证人。 防
控疫情，延迟开学，在这个非常时期，学
生们失去了一段真实在校的生活时光。
但是， 该校全体老师却用行动诠释了学
校的办学理念： 用爱的教育温暖每一位
师生。

22 个大礼包的温暖“旅程”
本报记者 陈暑艳

特别的爱给特殊的你
本报记者 李佳玲 通讯员 苏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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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同学昨晚失眠，需电话谈心；叶同学今天还没上线，需了解一下情况……”4 月 3 日，平江县第一中学班
主任徐效良和罗东兴互相交流着自己的笔记本内容。 这个特殊的笔记本，该校老师人手一份，笔记本里分别记
录着全校学生的居家学习动态、心理状态以及生活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该校自 1 月底开始积极部署，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精心筹备，制定了科学系统的校园防疫方案与网络教学辅导工作预案，特别是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对特
殊学生的帮扶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倍感温暖。

周必胜打算把爱心礼包带回长沙。

平江县第一中学：

复学后，罗东兴指导叶娴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