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邹湘华 记者 颜优华） 近日，

湖南大学繁星计划团队携骏捷车友会在平江县南江

镇马安学校举行“让爱像繁星般温暖孩子的心灵”捐

赠仪式。该团队和骏捷车友会为马安、桥西两所小学

成立了“繁星图书室”，并捐赠价值共计 7000多元的

图书和 600多元的学习用品。

让校园成为少儿的安全堡垒

2010年 4月 7日 星期三

编辑：杨元崇 版式：曾善美

电话：0731－84326283� � E-mail:kjxb555@163.com

A5

校园

3 月 29 日，绥宁县长铺镇第一小学传

来喜讯，学校被省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2009

年度省级中小学安全文明校园。 ”

“学校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把学校建

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 ”是该校

领导及全体教师的共识。 为倾力打造安

全文明校园，保证“安全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该校在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坚持做到

每月召开一次安全会议， 分析研究部署

安全工作，每周排查一次校园隐患，每日

巡查一次安全情况；同时，落实责任事故

追究、意外事故报告等制度，提高师生防

范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责任心。

落实是维稳的关键所在。 在长铺一小担

负值班护校任务的，不光是门卫，也有学校行

政人员和老师，每逢春节、五一、国庆、元旦、

寒暑假等节假日， 学校领导就坚持和门卫一

起担负值班护校责任。

为加强校园安全的硬件设施，近 3 年

来， 该校共投资 500 多万元改善校园设

施，在各年级组教室、教师办公室、寄宿生

寝室、师生食堂安装了防盗门窗，配备了

水枪、灭火器、应急照明等消防器材，还在

学校重点部位设有电子眼，形成了集“人

防、物防和技防”于一体的校园治安防控

体系。

对这些外人看起来已经万无一失的

防范措施， 该校校长却认为这只是一种

不得已的被动防范。 他认为，人防才是最

重要的。 为了抓好人防，学校坚持“五抓”

不放松：一抓教师的安全意识。 要求每位

教师把学生的安全工作做到“精、 细、

勤”。二抓课间 10 分钟学生安全管理。教

师及校领导做好学生的课间管理和上下

楼梯的疏通工作 , 每天学校组织集体放

学，由值班老师护送学生回家。 三抓学校

安全宣传，通过班会、校园广播、学校宣

传窗、班级黑板报等形式，形象生动地宣

传安全的重要性。 四抓校舍设施、消防设

施的检查落实。 学校综治办经常不定期

对各班级、校园的不安全因素进行排查，

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五抓学生饮食安全

管理，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救护措施。

同时，加强校内小卖部管理，杜绝“三无

食品”进入校园，为学生在校的安全饮食

提供了可靠保障。

同时，该校积极开展“警民互动，联合

创建”活动，加强与县交警大队、消防中队

的联系， 多次邀请他们定期对学生进行交

通安全知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该校的这

些努力，没有白费。 近 7 年来，先后被评为

“综治先进单位”、“安全文明校园。 ”

享受学习，笑对人生。 ———临澧县第一完小高级教师刘松柏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 通讯员 彭晓华 刘志

伟）3 月 30 日晚上 8 点，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外语

系杨礼等 6 名应届毕业生启程前往上海, 参加世

博会工作人员为期 15 天的培训， 培训后将成为

世博会正式工作人员。

该校 6 位同学是在全省众多的应聘者中通

过二轮面试后脱颖而出的，每人的英语专业水平

都达到专业八级，在校期间都担任过学生干部。

本报讯（吴配奎 杨玉钊 周孝锋）针对学困

生存在“滑坡”现象，新晃贡溪中学日前启动结对

帮教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帮扶学困生。

本学期开学以来，该校把“扶贫政策”侧重

留守学生、残疾学生、问题学生、残缺家庭学生。

一方面学校实行“1+3+8”捆绑式助学工程，即

硬性规定每 1 位教师培养 3 名优生、 辅导 8 名

学困生，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记录，有总结、

有成效。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校关协的职能作

用，建立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帮教为主的“1+1+1”老少结对助

学工程， 即每 1 位离退休老教师负责指导 1 名

优生和帮助 1 名学困生。 此项工程的实施，激发

了弱势群体学习的积极性， 挖掘了学生潜在能

力，缩小了学习上的“落差”。

人文科技学院 6学生

赴上海服务世博会

贡溪中学“捆绑式助学”

缩小学困生“落差”

本报讯（颜优华） 西南地区的旱情牵

动着我省许多中、 小学校师生的心。 连日

来，他们纷纷行动，将自己的爱心款捐赠给

灾区人民。

3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娄底市第二完

全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一人一瓶水，

爱心献旱区”捐款活动，倡议每人向旱区

捐赠一瓶以上饮用水的现金。 此次活动

募得现金 1 万多元，连同学生自制的爱心

心愿卡一同寄往灾区。

4月 1日上午，共青团凤凰县委在凤凰文

昌阁小学举行“一瓶水，一份情”支援西南灾

区特别行动启动仪式。 文昌阁小学的师生纷

纷解囊，1元、5元、10元、20元， 一张张数额

不等的人民币，汇成一股爱的暖流，仅半天时

间，该校师生共捐善款 6941.6元。

3月 30日下午，双牌县一小迅速启动“一

瓶水，一份情”爱心善款捐赠活动。 该校 2000

余名师生踊跃捐款，短短的 20分钟里，共捐

款 10372.5元，这些捐款将全部对口支援西南

干旱灾区。

3月 27日至 4月 6日， 共青团沅陵县委

组织全县中小学校自愿捐款，截至 6日下午，

共计捐款 6万余元。

我省中小学生情系西南灾区

———绥宁长铺一小打造安全文明校园侧记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谢智奇 梁庄高

本报讯（徐初华 李之安 欧阳睿）3 月 21

日，宁远二中举行学生宿舍自我管理委员会成立

大会。 会上，通过了《宁远二中学生宿舍管理委员

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学生管理委员会组

成人员。

该校负责人介绍了宿管会成立的目的，即为

了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工作，及时掌握学生思想

动态，加强学生宿舍内务管理，维护学生宿舍秩

序，加强文明宿舍建设，创造文明、舒适的住宿环

境。 并要求宿管会成员全心全意为同学们服务，

为创建安全、文明、温馨校园担负起一份责任。

宁远二中成立“宿管会”

锻炼学生自律能力

本报讯（朱冬球）3 月 29 日，桃源县黄甲铺乡

中心小学“六星级教师”评选活动揭晓。 该校 10

位老师榜上有名。

该校从 2009 年下学期开始，开展了“遵纪守

法，为人师表，教书能手，计划生育，安全卫生，履

行义务”六星教师评选活动。 经过全校师生投票，

教研小组民主评议， 最后由教职工代表大会审

定，评出“六星教师”10 名，占全校教师总人数的

四分之一。 创“星级教师”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该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黄甲铺中心学校评选

“六星级”教师

校园快讯

今年清明，正值长沙各处樱花烂漫，久困教室的

学生纷纷踏青赏花，领略阳春美景。 图为 4 月 3 日长

沙市燕山小学六年级几个学生在晓园公园拍摄樱花。

本报记者 张永祥 摄

湖大学子平江送爱心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 ”后

来，它逐渐融合了寒食以及三月上巳节的节日习俗，从一个农事节气发展演变为一个集扫墓、祭奠、踏青于一体的

民俗节日。

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踏青则让人感受春天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 清明节前后，省内许多学校纷纷组织

活动，或为英烈扫墓，或踏青赏春。

北塔状元中学

网上祭英烈

本报讯（李忠华 肖芳苞）3月 31日至 4

月 4日，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中学响应省文明

办的号召，开展了以“知荣、明耻、理想”为主

题的网上祭拜英烈活动。 在老师的指导下，

该校学生纷纷利用电脑课， 制作简易幻灯

片，向为国捐躯的民族英烈敬献鲜花、写下

感言，表达深切缅怀与无限思念之情。 与此

同时，全校学生参加“英雄宋文博永在我心

中”的写信、为衡宝战役革命烈士陵园纪念

碑敬献花圈等活动。

本报讯（邓建华 王国红）为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增强学生做新

时代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 月 2 日上

午， 郴州市五完小 400 多名师生代表来到

郴州烈士陵园———湘南起义纪念碑前，为

湘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敬献花

圈、诵读诗词，追忆他们的不朽功绩，表达

对先烈的思念与敬意。

郴州五完小师生

为湘南起义英烈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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