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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演绎让党史学习“活起来”整治环境保安全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苏晓玲
“死有什么可怕？怕死就不当共产
党。胜利一定是我们的！”4 月 20 日至 21
日，湖南师大附中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班会暨第 19 届主题班会展示评比活
动。在 1916 班的班会课上，6 名身着表演
服的学生正激情澎湃地演绎革命英雄刘
胡兰被捕后英勇就义的一幕。悲壮的音
乐、激昂的台词，一场沉浸式的表演让在
场师生穿越回那个峥嵘年代。
传承红色基因，迎接建党百年。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校开展了一系列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教育实践和主
题团日活动。如何借助班会课让学生深
刻领悟红色文化内涵、传承革命薪火？情
景表演成为不少班级的首选。
“通过情景演绎，还原故事场景，让
学生在亲历革命历史中真切体悟共产党
人的情怀和精神。”1916 班班主任杨敏介
绍，对比以往让学生观看视频、阅读资
料，情景剧变被动于主动，拉近党史与学
生的距离，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触动
更深。
他 将 本 节 班 会 课 命 名 为《红 色·

红色故事伴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舒绍婷 肖罗芹）
为进一步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
将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深入每个学生
心中，4 月 26 日，吉首市第二小学党建
办、大队部组织开展“欢庆建党 100 年，
我讲红色小故事”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用王二小、小萝卜
头、雨来等革命先烈的小英雄事迹，讲
述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在每
个人心中都播下了红色的种子。让学
生们了解英雄事迹，领会英雄的内涵，
引发学生对英雄的崇敬，对英雄精神的
思考。

警校联手齐护学
本报讯（通讯员 宁兴中）4 月 26
日，隆回县交警大队教导员刘期联将
“隆回县文明交通标兵护学岗”牌匾和
100 个反光锥形筒交到九龙学校校长刘
磊手中。
九龙学校位于隆回县汽车总站对
面，车辆行人密集，为保障师生出入安
全，该县交警大队花门中队和学校政教
处联手打造文明交通标兵护学岗。每
天早晨、中午和下午学生上下学期间，
集中护送师生过马路，切实保证师生安
全。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周成 侯建平）为
全面宣传法制教育知识，打造学法守法
的法治校园，4 月 23 日下午，南县人民
检察院为民办实事、送法进校园活动在
南县一中大报告厅举行。
活动以“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预防校园欺凌”为主题，南县人民检察
院刘成见检察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
合实际案例，为师生们讲述了检察机关
主要职责、校园欺凌的危害和预防等相
关知识，让师生懂法、知法，用法律来维
护自己正当权益。

HUI》，除了情景剧，还动员学生上台串讲
红色故事、演唱红色歌曲，汇集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红色元素。同时让学生为喜
欢的节目进行拉票、投票，讲述不同故事
体现的革命精神，以深入领会不同红色元
素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刘胡兰未满 15 岁便做出了如此伟
大的牺牲，毛主席夸赞她‘生的伟大、死的
光荣’，这种精神值得铭记与传承。我们
年龄和她相差无几，更应培养自己崇高的
理想信念。”学生郑坤在投票时不忘激励
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的，
如何将这些红色基因运用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去？杨敏要求学生绘制红色“蓝图”，
结合人生规划和职业生涯讲述自己践行
红色精神、争做时代新人的行动准则。
“从
呈现、领悟再到传承，由浅入深让红色基
因入脑入心入行动。
”
活动中，不少班级的情景剧接连上
演。
“谢谢您，李老师，我又可以继续读书
了……”1922 班《以青春之名书写百年荣

本报讯（通讯员 谭宗旺）为
净 化 校 园 周 边 环 境 ，消 除 安 全
隐患，推进平安学校、文明校园
建 设 ，4 月 26 日 上 午 ，临 武 县 一
完 小 联 合 舜 峰 镇 镇 政 府 、舜 峰
镇派出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 ，对 校 园 周 边 环 境 进 行 集 中
整治。
此次整治范围涉及商铺 40 多
家，查出三家商铺存在售卖三无
食品及危险刀具，一家早餐店存
在给学生寄存手机等问题。工作
人员依法收缴了危险刀具、三无
食品，并对从业人员进行批评教
育，还清理了占道经营点 2 处、乱
停乱摆车辆 6 辆。
临武县一完小党支部书记、
校长孙强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的宣传力度，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经
常性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集
中治理联合行动，共同为师生营
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成长
环境。

光》班会现场，演绎的是附中党员教师、学
生欧阳桃子的奶奶的故事。桃子奶奶曾
在附中任教 27 年，帮助了不少学生完成
学业、改变命运，她的故事带给学生很大
的启发。
“桃子奶奶对职业的热爱与执着值得
每一名青年学习，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交到
了我们的手上，要从自己做起，树立远大
志向，锤炼坚毅的人格，将附中人的馨香
带往天涯海角。这也是我们热爱祖国，无
愧人生的方式。”学生梁婧煜将共产党员
人的优良作风和学校校风相结合，倡议大
家刻苦学习，时刻准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腾飞而奋斗。
据了解，各班结合国情、校情、班情，
从不同角度进行创意设计本次班会，积极
组织学生挖掘、整理和讲述党的故事，弘
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
的伟大精神。一节节主题班会课，一个个
英雄的故事，一件件伟
大的往事，让一颗
从小学党史
颗红色种子在学
永远跟党走
生心中蓬勃生长。

“三独”
比拼
展风采

播下知识的 种 子

本报讯（通讯员 卢天莉）为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展
示学生艺术特长，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并选拔优秀人才参加 2021
年长沙县独唱、独舞、独奏比赛。
长沙县蓓蕾小学于 4 月 21 日至 23
日分别举行了“我型我秀筑梦想
才艺比拼展风采”童心向党独唱、
独舞、独奏比赛。
每个节目都独具匠心，精彩
纷呈，不仅活跃了校园文化，也展
示了学校推行五育并举的成效。
通过专场比赛，学校推选出毛珂
馨、王嘉奕、张子龙等 10 名同学代
表学校参加 5 月份的县级“三独”
比赛。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常德市武陵区双观幼儿园结合建党 100 周年
契机，于 22 日举行了“童心向党致敬‘悦’读筑梦百年”阅读节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
引导孩子们爱书读书，
为他们播种知识的种子。
周茜 彭娟 摄影报道

爱校如家

爱生如子

——记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学教师李咏竹
通讯员
21 年来,她痴迷教学工作,用心经
营管理班级，用心呵护每一个学生，把
青春献给自己钟爱的事业。她就是隆回
县金石桥镇中学优秀教师李咏竹。
李咏竹坚持以校为家，并全心全意
经营着这个家。她分管学校财务后勤
工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后勤为教育教
学服务的宗旨，要求后勤工作人员时刻
树立服务意识，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
务、为教学服务。
她对学校后勤人员提出要求，只要
老师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只要学校条件
许可，就要尽最大努力办好。后勤工作
涉及的人财物相对较多，平时她相当重
视廉政理论的学习，常念“紧箍咒”，早
打“预防针”，勤注“防腐剂”，光明磊落
地办事。在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在其
位谋其政，要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
做事，扎扎实实工作，为学校的发展竭
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宗物
品采购一律进政府采购中心采购，自主

陈甫春

采购坚持“同质比价，同价比优，同优比
服务”
的原则进行。
在去年暑期的办公桌选择中，她跑
了 3 家家具店，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先
画好办公桌的样式，再让几家报价，单
单这一件事就折腾了好几天。
从站上讲台第一天开始，李咏竹把
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学生身
上。2019 年上学期，李咏竹身体欠佳，
医生根据其病情和身体状况要求她住
院两周，可是李咏竹不是担心自己的病
情，而是担心学校的工作，晚上老是翻
来覆去地睡不着。她对丈夫说：
“ 你去
恳求大夫开一些药让我回学校疗养吧，
这样可以兼顾工作。”丈夫听后，泪水情
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但丈夫理解妻子的心情，在他的死
缠硬磨之下，医生答应李咏竹带着医嘱
回校。当晚她就整理账目，第二天坚持
工作，一天下来，李咏竹十分疲倦，脸色
苍白。

李咏竹把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
每期开学后，她都对班上的学生排查摸
底，哪些学生家庭贫困，哪些学生需要
资助，哪些学生是单亲家庭，哪些学生
是孤儿，她都一一记下。自执教以来，
她几乎每个学期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
挤出一些钱来帮助贫困学生。她所教
的班级里，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
学。
2018 年下学期，班上有个女生由
于父母闹离婚，她面临辍学，跟离家 20
多公里的外婆一起生活，李咏竹了解这
一情况后。第二天一大早便骑着摩托
车先赶一段路，再步行 2 公里山路才到
学生外婆家。她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讲道
理，并当面承诺资助她的学习费用和照
顾她的生活，爱心深深地打动了孩子和
其家人。报名时，
那位女生如期而来。
当有人问李咏竹如此劝学苦不苦、
累不累时，她笑着说：
“只要班上一个学
生不少，
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