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小学：厚植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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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

利娜）为铭记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

因，体验红色历程，长沙

市岳麓区博才白鹤小学

把党史与数学相结合，为

孩子们的“六一”送去别

样精彩。5月31日上午，

该校“传承红色基因 畅

游数学天地”第五届数学

吉尼斯节暨“六一”庆祝

活动开幕。

同学们制作了有趣

的数学节头饰、生动的数字图

案、奇妙变换的数学图形、色彩

斑斓的数学符号……迈入校

门 ，仿 佛 走 进 了 一 座 数 学 王

国。战争中的数学环节，让孩

子们从一个个红色经典故事中

寻找数学的奥秘，在重走长征

路、飞夺泸定桥、红军巧解连环

计、井冈山会师等革命故事中，

设计了“传承红色基因，共建巩

固国防”知识竞答，用孩子们乐

于参与的方式，赓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信念。

“六一”对小学生来说，除了儿童节

之外，还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大部分学校

在这期间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六

一”也成了很多孩子的入队纪念日。

而长沙高新区雷锋第二小学，一年

级学生李紫妍却自豪地告诉记者：“雷锋

叔叔的入队纪念日是4月27日，我也是4

月27日入队的。”

今年4月27日，李紫妍与其他52名

同学在雷锋故居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光

荣地加入了少先队。

“我们在4月27日入队，感到特别光

荣”“我们要发扬雷锋精神，争做共产主

义接班人”……这一天对雷锋小学的孩

子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据该校校长王泽朋介绍，雷锋小学

采取分批入队的方式，让首批不超过班

级人数30%的学生入队仪式在4月27日

进行。“雷锋精神是一粒种子，我们以培

养具有雷小气质的美德少年为目标，播

下这颗红色的种子。”王泽朋说。

如何利用入队契机，对小学生进行

红色教育，学校德育主任蔡刘丹动了不

少脑筋。“从一年级入校起，到六年后小

学毕业，我们开发了一套校本课程，针对

性地开展班队活动。”蔡刘丹说。

从一年级“向哥哥姐姐学习”到六年

级“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校本课程分

年级、分主题系统地组织活动。“我做过

小老师，在一年级弟弟妹妹入队前，给他

们讲‘六知六会一做’……”回忆起做小

老师的经历，六年级学生谭诗瑶仍难掩

激动。

让学生给学生上课，用孩子的视角

去讲少先队的故事，大队辅导员史秋媛

每学期都会组织高年级学生给一年级

新生上少先队课，“高年级哥哥姐姐来

上课，激发低年级学生爱队、入队热情，

这种方式比我们老师讲大道理强多

了。”

一年级2003班罗韵琪的家长对学校

的教育方式十分赞同，“才开学的第二周

孩子回来就告诉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

一角，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要我

们督促他好好表现积极加入少先队，还

提交了申请书呢！”聊起孩子入队的过

程，罗爸爸连连点赞。

该校结合少先队入队要求，精心设

计了富有儿童风格的《中国少年先锋队

入队申请书》，每名入队的学生都必须与

家长一道认真填写。用蔡刘丹的话说，

“这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份申请书，能让

他们感受到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的神圣使

命。”

“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

决心听党话，做党的好孩子，戴上红领巾

后，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红领巾

增光添彩。”当孩子们填写人生的第一份

申请书时，已经在稚嫩的心里种下了红

色的种子。

本报讯（通讯员 胡三妹

荆旺洪 胡幼艳）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激励党员

干部学党史，发扬党和红军的

光荣传统，日前，宁远一小党支

部组织学校全体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来到红军长征的经过地

大界村，开展“重走长征路、传

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

本次重走长征路包括缅怀大界

村红军墓的革命先烈，聆听村里老党

员同志讲述红军故事，水市烈士陵园

励志宣誓等六个环节。一天的“长征

之路”，让党员教师们深深感悟了军

民情、红军魂。

党员教师们纷纷表示：老一辈共

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

长征精神，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

神，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教育事业，

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洁

陈杰）为传承红色基因，献

礼建党100周年，5月30日，

南县德昌学校教育集团三

（1）阳光中队的师生们积极

参与、努力构思，画画、练

字、写文章、做手工，筹备

“百幅学生作品献礼建党百

年”主题作品展。

同学们把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历史，以及新时期

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光辉历程，

化作了一句句真诚的语言和一幅幅

明艳的图画，将心中对党的热爱描

绘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表达了自

己的心声和祝福，深切地抒发对党

的热爱与赞颂。一幅幅作品彰显着

同学们的素养和才华，也体现了学

生对党的追崇与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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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嘉禾县第五中学，高三学生在进行解压游戏。高考临近，该校

组织高三学生开展一系列解压游戏和心理咨询活动，帮助高三学生缓解压

力，调整状态，以饱满的精神、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

黄春涛 李宇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佳玲 通讯员 向娟)

5 月 31 日上午，由长沙市天心区幼幼小

学、《放学后》杂志联合主办，天心区城南

路街道燕子岭社区协办的“红心筑梦新时

代，幼幼少年跟党走”庆“六一”表彰活动

在幼幼小学举行。活动还邀请了幼幼小

学1971届校友、长沙市委党校兼职教授、

长沙文化学者顾庆丰老师，与同学们同台

共讲党史故事。

该校校长胡映勉励同学们：“让我们

一起来记住这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而献出生命与热血的人们，让我们用我

们的青春来续写他们的英雄故事。我们

每个人都是故事的讲述者，也将成为未来

故事的主人公。我希望，你们续写的故事

里，你的形象是有利于我们国家、人民和

社会的，你的形象将会像我们的优秀校友

那样成为后来人学习的榜样。”

党史故事宣讲比赛环节，《十三伢子毛

泽东读书的故事》《赤脚女神霞妹子》等精

彩的党史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从儿童

视角出发，表现了优秀共产党员们高尚情

操的故事从哪儿来呢？《放学后》杂志社编

辑部主任陈暑艳为同学们揭晓了秘密。原

来，顾庆丰老师在《放学后》杂志上开辟了

专栏《湖南伢子妹子》，专门介绍老一辈无

产阶段革命家小时候的故事，既介绍他们

的革命业绩，又回到他们童年时期接受的

教育中去溯源，生动有趣。

现场，顾庆丰老师也给大家讲了毛泽

东、杨开慧一家人的革命故事。

这个“六一”儿童节，该校两代校友共

同上台讲党史故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优良

的品质在幼幼小学一代代传承与发扬。

本报讯（通讯员 周茜 孙丽

红）为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好的

“六一”记忆，5 月 31 日，常德市

武陵区双观幼儿园精心准备了

“梦幻海陆空 共筑中国梦”军事

演习、“童心向党 美好生活”自

助餐、“党的光辉照我心”儿童经

典电影回放等系列活动。

师生身着戎装，总指挥一声

令下，“海陆空三军”喊着嘹亮的

口号，踏着整齐的步伐入场，每

个“士兵”都是最闪亮的星。“梦

幻海陆空”将国防教育知识与多种军事

游戏有机结合，“士兵”在有限的时间演

练，匍匐前进、踩地雷、扫地雷……孩子

们在演练中了解了中国的强国、强军

梦，体验到积极进取、勇敢坚强的优良

品质。在游戏中延续团结奋进、自强不

息、攻坚克难的国防精神。教师舞蹈

表演、“三军”拉歌、“三军”展示，欢乐的

演练场上，“士兵们”挥洒汗水，尽显“三

军”的昂扬斗志。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志宇） 5月31日，就读于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的20名优秀

贫困生，每人收到“六一”助学金1000元。

据了解，这笔助学金来自湘潭市一滴

水公益助学协会，该协会已持续五年，共

对100余名鹤岭镇中心校

学子进行资助。由湘潭

市公益助学协会刘习文等发起，动员对响

塘地区（现鹤岭镇）充满家乡情结的爱心

人士，用朴实坚定的行动，为寒门学子撑

起一片爱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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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团徽更闪耀
本报讯（通讯员 彭志文 龚秀

丽 杨兴湘）为加强对青少年党史学

习教育，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思想情感，扩大共青团队伍，5

月27日，娄底一中附属实验学校在

求真楼一楼多媒体室举行了“学党

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暨入团宣誓仪式。

该校校长成英姿向新入团的同

学表示祝贺并提出期望：希望每名

团员牢记自己的入团誓词，遵守纪

律，明确自己的身份，坚定正确的理

想信念，珍惜青春年华，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继承革命先辈的伟大精

神，以昂扬的姿态高扬理想风帆，拿

起青春画笔，画出一幅美丽无悔的

青春画卷。

新团员的加入为团组织注入新

鲜又具有活力的血液，助力团组织

向阳光、青春的方向不断前行和奔

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9周

年，该校全体团员宣誓：必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吾辈之青春，让团

徽更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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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校友同台讲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