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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之翼从这里越过高山飞向远方
——艺体教育让怀化市第五中学插上腾飞的翅膀
通讯员 黄欢

李卓异 特约撰稿 单懿文

怀化多山，重重叠叠，苍苍莽莽。千百年来，群山裹挟
着贫困，贫困连缀着落后，也伴随着读书的艰辛。1963 年，
怀化市第五中学在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此屹立在怀化这块山水相依的土地上。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怀化市第五中学已发展成为怀化市中小学艺
术体育教育特色实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湖南省体育传统学校，
怀化市射击人才培训基地。
从这里，走出了多项飞碟射击世界冠军朱美，全国青少
年锦标赛 50 米慢射冠军米扬；走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
生，目前正在星海艺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
等高等音乐学府深造；走出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江晓明等怀化俊彦！
走艺体特色之路，
走艺体特色之路
，创艺体特色强校
创艺体特色强校”
”——怀化市第五中
学艺体节暨艺体特色教育成果展。
学艺体节暨艺体特色教育成果展。
怀化市五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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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云集，照亮莘莘学子人生之路

他们在山水相依之间的校园里建造
了一座
“灯塔”
，
照亮莘莘学子人生之路；
他们在坚守
“立德树人、
艺体教育”
的办学
宗旨下，
营造了一个
“艺术王国”
，
让梦想
从此越过高山飞向远方。他们在与物欲
横流的斗争中，
坚持绝对忠诚，
于平凡而
伟大的职业生涯中演绎着甘为人梯的佳
话。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兢兢业业、
无私
奉献，
把青春、
甚至毕生精力都全部奉献
给了怀化市五中教书育人事业的老师们。
器乐老师杨欢毕业于中央民族大

学，舞蹈老师彭释莹毕业于星海音乐学
院，体育老师张琰、张翰林均毕业于湖
南师范大学，谢红霞老师是怀化市唯一
的国际一级举重裁判，邢中林老师是国
家一级篮球裁判……名师云集，专业素
质高、工作责任心强。该校现有学生
1990 人，教师 172 人。专业教师队伍强
大，音体美等校内加校外专业教师及助
教共 50 人。
怀化市五中现设美术、
怀化市五中现设美术
、
声乐、
声乐
、
器乐、
器乐
、
民
舞、体舞
体舞、
、健美操
健美操、
、传媒
传媒、
、书法
书法、
、田径
田径、
、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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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
教书育人之事必作于细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天
下难事必成于易。
”
细节往往
决定一所学校办学成败。
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
促发展。该校成立艺体特
色教育办公室，专管学校艺
体特色教育教学，相继出台
了艺体特色教育教学的一
系列管理细则，有《怀化市
第五中学专业教师常规管
理量化细则》
《怀化市第五
中学特色课教师常规管理
量化细则》
《怀化市第五中
学特色教学专业班班主任
管理量化细则》等，制度管
人，
警钟长鸣。
艺体特色教育办公室
每天对专业教师的专业训
练 、常 规 上 课 进 行 查 堂 反
馈，规范专训时间，使专业
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每期
组织的专业期末考试严格规范，公平
公正，出题、监考、阅卷全部聘请校外
老师，让师生们足够重视，也体现考
试的权威性。每期对专业教师的常
规教学和专业训练进行学生满意度
测评，加强专业教师的责任感。制定
《专业生奖励方案》，设立专业生奖学
金，根据高考要求按专业占比 70%、文
化占比 30%进行排名，鼓励学生专业
文化齐头并进，并根据各专业高考录
取率确定奖励名额，增强专业团队意
识。积极拓宽艺体特色教育渠道，单
独组建美术特色班、舞蹈特色班、声
乐特色班，其中美术特色班开辟了文
化教学和专业辅导合二为一的美术
室，
效果显著。

C

球、
射击等专业，
射击等专业
，
是目前怀化市高级中学
开设专业最多的学校，
开设专业最多的学校
，
现有专业生 1112
人，
规模较大，
规模较大
，
专业种类和学生人数甚至
在省内的高级中学中都名列前茅。
在省内的高级中学中都名列前茅
。
在这里，
在这里
，
天籁之声不绝于耳，
天籁之声不绝于耳
，
你可用
声乐唱响青春，讴歌祖国；在这里，奔跑
声此起彼伏，
你可用脚力快速奔跑，
赢得
未来；在这里，美景应接不暇，你可用妙
笔尽情写生，
描绘传奇！近年来，
怀化市
五中先后为各高校输送了一大批品学兼
优的音乐苗子、
体育苗子、
美术苗子。

特色突显，各项赛事捷报纷至沓来

“名师出高徒。”近两年，怀化市五
中的学生在各项赛事中，捷报频传。
2018 年，学校男子篮球队在全国青少
年业余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中，
年业余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中
，获 u19
组第三名；
组第三名
；怀化市普通高中篮球比赛
怀化市普通高中篮球比赛，
，
战胜老牌冠军队怀化三中，
战胜老牌冠军队怀化三中
，
获怀化市鹤
城区建区以来区属高中首个冠军；
城区建区以来区属高中首个冠军
；参
加湖南省教育厅举办的成建制班合唱
比 赛 ，学 校 1809 班 获 省 一 等 奖 ；
2018 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田
径总决赛，
径总决赛
，
学校高二文纪元同学获男子
甲组三级跳远银牌、
甲组三级跳远银牌
、急行跳远第五名
急行跳远第五名，
，
杨懿雯同学获女子乙组铁饼第五名。
杨懿雯同学获女子
2019 年，参加鹤城区运动会连续
十次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全国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田径联赛（南方赛区）比
赛，学校杨懿雯同学荣获过女子甲组
铁饼、铅球双料金牌；高二民舞班代表
怀 化 市 参 加 湖 南 省 第 七 届“ 欢 乐 潇
湘”群众文艺汇演，精心编制的舞蹈节
目《砥砺向前》获得嘉奖，领导与观众
齐点赞；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
动会，杨懿雯同学夺得女子铁饼比赛
银牌；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男子篮球队跻身湖南省八强，喜获
第七名，创怀化市中学生男子篮球最

器乐生用美妙的音符弹奏出灿
烂的生命乐章

艺术点亮人生，成功源于专业。
美术人生就从这里起航。
好成绩。邢中林老师获优秀教练员称
号。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欧佩同学获单人操第四名，欧佩、
彭思锦同学获女子三人操第五名，向
建安同学获混合双人操第七名；湖南
省教育厅主办的“三独”比赛中，学校
1802 班器乐生彭星霖同学不负众望，
古筝独奏《打虎上山》荣获一等奖。杨
欢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她，2016 年初中毕业学考
307 分，
307分
这样的分数在当地进职
业中专都难，
业中专都难
，更不用说进普通
高中了。
高中了
。但她有一个读大学的
梦想，
梦想
，怀化市五中圆了这个小
姑娘的梦，
姑娘的梦
，
2019年高考
2019
年高考，
，
尹小楚
同学成功考取湖南师范大学，
同学成功考取湖南师范大学
，
书写了
“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
的奇迹。
的奇迹
。这
不禁让人发问，怀化市五中的
老师们到底有何
“牛招”
？
当笔者置身怀化市五中
校园 ，所见所闻 ，自然解惑 。
这所学校的每位老师把“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演绎得真真切
切、有血有肉，他们把学业成
绩薄弱的学生看作潜能生，且
不离不弃、厚爱有加。
“严抓严管方能有收获。”
怀化市五中石渊伟校长向笔
者 打 开 了 话 匣 子 ，我 们 倡 导
“五个抓实”，就是学校严格抓
实教师备课、上课，严格抓实作业批改，
严格抓实补潜辅优，严格抓实单元测试
和月考，严格抓实对学生的评价和谈心
谈话。
“ 办学和练习武术的原理异曲同
工。”石渊伟笑着打比方，一个练习武术
的人，他把每个基本功都练习扎实了，到
真正比武时是有招式可观摩的。
怀化市五中人正是靠着这样一份信
念、自信和努力，近几年专业高考成绩喜
人，
学校向本科院校输送各类艺术特长生
400 余人。2018 年，吕家希同学被全国综
合排名第三的浙江大学书法学专业录取；
2019 年高考重本录取 21 人，二本以上录
取 108 人，
首次突破百人大关，
其中 90%都
是专业生，
专业录取率超过40%，
声乐专业
录取率更是高达63%。其中民舞向康杰同
学考取四川大学，
声乐王郑钊同学考取兰
州大学，田径彭雨同学考取重庆大学。
2020 年，怀化市五中专业联考预估上线
110人，
高考录取预计突破120人。
在不懈奋斗中的怀化市五中师生实现
了芝麻开花节节高。有理由深信，
喜悦会
向务实进取的怀化市五中师生伸出橄榄
枝。

不离不弃，
惟愿学子人人上好大学

A

续曲
放大梦想，做强特色。怀化市五中特色办学成绩吸引了周边县市兄弟学校前来观摩，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
分肯定，
省、
市主流媒体从不同侧面对该校的特色办学进行了专题报道，
得到了家长、
社会的高度认可。
怀化市五中校长石渊伟表示，目前学校正积极创造条件申报湖南省中小学艺术体育教育特色实验学校，努力引
进更多优质师资和吸引优质生源，提升专业品质和影响力，做出专业品牌，实现学校特色教育由大到强的飞跃。
“走
艺体特色之路，
创艺体特色强校。
”
怀化市五中人正以奋发向上、
自强不息的精神赓续艺体特色教育的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