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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湘阳光助学行动”获爱心助力
以温暖传递温暖，“尚制珠宝”践行公益使命彰显社会责任
本报11月22日讯 以温
暖传递温暖， 以美好表达美
好。 11月22日，已成功举办17
届的三湘阳光助学行动再次
承接传递爱心的使命。入湘拓
展私人定制珠宝市场的
“
尚制
珠宝”在其开业仪式上向“三
湘阳光助学行动”捐款8万元，
用于拓展爱心助学平台，以帮
助更多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从2004年起， 三湘都市
报连续17年携手爱心企业启
动三湘阳光助学行动， 至今
已 累 计 帮 助 近 3000 名 寒 门
学子顺利进入大学。
捐赠仪式上， 湖南尚制
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涵袀表示， 企业的使命不止
在于获得市场认可， 更在于
肩负更多的企业责任， 尽可
能帮助他人。“现阶段我们将
重点关注贫困学生， 尽力做
好贫困生扶助工作。今后，践
行社会慈善公益， 将始终如
一伴随尚制珠宝的发展。”
“从尚制珠宝身上，我们

看到的不仅仅是晶莹璀璨的
首饰， 更是闪闪发光的无私
的爱心。”捐赠仪式上，三湘
都市报总编辑张茧表示，他
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
士参与到阳光助学活动中
来。“我们会好好利用爱心善
款，将这一助学平台和助学活
动做得更有影响， 将社会爱
心、社会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在捐赠仪式上还举行了
爱心书法拍卖。 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女书文化大使陈
立新现场挥毫，3幅女书作品
共拍得9000元慈善款， 现场
捐赠给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大学及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的几名受助学生代表。
据了解， 尚制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珠宝
私人定制的专业公司。 该品
牌融合中华经典元素与典雅
的欧式风格，拥有数字吊坠、
数字腕表、 珠宝钻戒等20余
款私人首饰专业定制业务。
■记者 黄亚苹

从感恩到发奋，受助学子立志回报社会
他三年来的成长经历。他说，
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他，现
在也能完成一篇篇微信公众
号的推送； 从小没机会报特
长班和补习班的他， 也能在
文艺比赛中拿到奖状。 最令
他骄傲的是， 今年他终于被
学院党组织吸收， 正式成为
了一名共产党员。“感谢三湘
阳光助学行动， 感谢社会各
界的爱心人士， 是你们给了
我继续追梦的动力， 让我发
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代表受捐 助 学 生 群 体 ，
他 郑 重 地 表 示 ：“爱 出 者 爱
返， 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将
社会给予我们的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不管是在学校协
助慈善助学活动，还是组织
筹办 义工 活 动，我都会尽自
己所能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甲醛超标？ 噪音太大？

这扇窗户都能帮你搞定
本报11月22日讯 担心
噪音太大、甲醛超标？衣服晾
了几天没有取？没关系，一套
以传统窗户为载体的智能居
家系统， 都能帮你搞定。今
天，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
四川成都落下帷幕， 湖南铁
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师生设
计的参赛作品“居家先锋-智
能居家系统守护您的家”获
一等奖。
据悉， 该作品将传统窗
户作为载体， 人工智能为手

何佳洁 王珏 摄

“别人家的”期中考试：不做试卷只玩游戏
长沙一学校另类“游考”走红，网友：太羡慕了

链接
三湘阳光助学行动资助
的很多贫困学子始终铭记社
会关爱，把感恩之心、感激之
情化为成才之志、发奋之源。
他们志存高远、自强不息，以
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立
志将爱心传递得更远。
3年前，家住湖南省桑植
县大山深处的邓同学以超过
重点线50分的成绩被湖南中
医药大学录取。 可学费和生
活费成为阻挡他进入大学的
拦路虎。为了圆梦大学，家里
卖了耕地的牛， 他挺起稚嫩
的 肩 膀 去 打 40 元 一 天 的 零
工。 三湘阳光助学行动了解
到他的家庭困难后， 向他伸
出了援手， 帮助他顺利进入
大学。
在现场拍卖捐赠 会上 ，
邓同学激动地向大家汇报了

11月22日，捐赠仪式现场举行女书慈善拍卖，将拍卖所得爱心款捐赠给三湘阳光学子代表。

段，从安全性、舒适性、智能
性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具有
检测噪音、甲烷、甲醛等环境
数据、自动开闭窗户、自动产
生负氧离子净化空气、 自动
晾取衣服等功能， 并运用显
示屏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实
现了家庭安全保障智能化操
作。 作品由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陈志斌、 彭永成
老师指导，朱梦妮、谭海洋、谭
锦灿、陈天奇、雷皓等学生经过
长达16个月设计制作而成。
■通讯员 李志平 记者 黄京

本报11月22日讯“寓教于乐，
这样的考试方式还是挺新颖 的 ，我
家孩子前一晚都兴奋得睡 不 着 。”
近 日，在 长沙 县 华夏 实验 学 校，一
大群 一年 级的 小 朋 友 们 个 个 佩 戴
着 造 型 各 异 的 头 饰， 活蹦乱跳地
在做游戏，这也是他们特殊的期中
考试。
“不用做试卷， 只需要玩玩游
戏，就能完成考试。拼读拼音、唱英
文歌、数学都被做成了游戏，通过这
些科目的闯关游戏， 孩子们还可以得
到奖章。”校办主任王欢介绍说，此类
考试仅针对小学一年级学生， 目前反
响不错。
“游考区别于传统的考试，做到
了对学生的评价方式更多元、考察
内 容更 丰富 、 评 价 过 程 更 富 有 趣
味。”期末考变游考闯关获得了家长
们的支持， 一位担当志愿者的家长
告诉记者。
“一张试卷不能全面评价一个
孩子， 游考这样的考试可以充分考
察 孩子 的生 活 技 能 ， 提 高 综 合 素
质。”王欢介绍，这种游考学校已实
施数年，非常受欢迎，学校还将不断
探索小学生评价方式， 寻找适用于

小学生和中、 高年级学生的考试形
式， 客观公平地评价每一个孩子，希
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全面发展。
此外， 小学生们说像这种做游
戏一样的考试很简单，很快乐。既在
游戏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还能从游
戏中交到新朋友。 一年级的班主任
王静表示， 之所以没有用书面的考
试形式， 而是让14个班的孩子通过
闯关玩游戏来完成期中检测， 是因
为这是一年级学生面临的第一次考
试， 对他们来说保持学习的兴趣非
常重要。采取这种游戏的方式，可以
消除孩子们对考试的恐惧， 让他们
觉得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记者 张洋银

声音
“
快乐地学，小朋友们很幸福呢”
针对学校的另类考试,不少网友
也纷纷点赞,称这才是教育的初衷。
网友神怡子说，
“快乐地学，闯关
一样的节奏，小朋友们很幸福呢！”
网友@你牙中有韭菜说，“太羡
慕了，这种方式应该推广。”

11 月 17
日，长沙县华
夏实验小学
一年级期中
考试现场。
受访者 供图

7000余名
才艺小高手大比拼
本报11月22日讯 11月21
日，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热
闹非凡，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
题的第十一届湖南省少儿才艺
大赛艺术项目总决赛在这里举
行。 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5000
余名小选手将通过4个周末共8
天的激烈角逐，在书法、绘画、民
乐、西洋乐、声乐、语言表演、中
国舞7个项目展开较量， 并决出
金银铜奖。
今天进行的比赛项目有绘
画、书法、语言表演、中国舞，赛
场上的小选手们用自己喜爱的
文艺形式展现新时代湖湘少年
儿童热爱党、热爱祖国、朝气蓬
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
本届大赛自今年6月份启动以
来， 全省14个市州广大少年儿
童踊跃报名参赛，经过选拔推荐
和视频复赛， 共选出7000余名佼
佼者进入总决赛。其中，科技类项
目和羽毛球总决赛已分别于10月
24日、25日，11月7日、8日比赛完
成，共有2000余名选手参加。
湖南省少儿才艺大赛由共
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省文明办、
湖南省体育局、 湖南省科协、湖
南省文联、湖南日报社等单位共
同主办， 湖南省青少年宫协会、
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承
办。该赛事自2010年创办以来，
受到越来越多青少年朋友 、家
长、 老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喜
爱和支持，现已发展成为全省知
名、全国有影响的省级少年儿童
大型赛事。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