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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孝华

作为“创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事关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的广度和深度，更事关我市未来的发展。今
年以来，全市教育系统以评选10名“最美少
年”、10所“最美校园”活动为契机，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任务，学生文明素养和校园文明程
度不断提升。

以“双十最美”为抓手，推动创文工作走
向深入。今年，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最美少年”
和“最美校园”评选活动的通知》，各县市区、
各学校对照“最美”评选条件，层层进行择优
推荐。市教育局组织人员对各县市区、市直
学校推荐的42名少年和39所学校进行实地
考察，最终评选出曾雨辰等 10 名“最美少
年”，隆回县九龙学校等10所“最美校园”，
并择优推荐曾雨辰、李瑜倩 2 名少年，隆回
县九龙学校、新邵新航初级中学2所学校参

加市文明委组织的“双十最美”典型评选活
动。通过评选活动，全市教育系统形成了一
股“创文”的新高潮。

以主题活动为载体，努力培育文明美德
少年。今年来，我市各学校积极开展“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让学
生在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
默化中将文明美德意识注入学生心灵，不但
涌现出陈奕灿等 5 名“湖南省新时代好少
年”、申湘敏等10名邵阳市2018年度“新时
代好少年”，以及“公交车上的小雷锋”——
市六中学生李和穆等一批品德高尚的中小
学生，还涌现出一批如资江学校学生筹集善
款帮助困难同学、市五中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走进福利院、市六中学生们“大手牵小手”为
乡村学子送爱心的好事、善事。

以特色教育为亮点，着力打造文明美丽
校园。今年来，各学校依托自身特色资源优
势，开展特色教育，全面推进校园文化建
设。资江学校自主开发了 22 门拓展课程，

开办了英语、足球、舞蹈、戏曲、剪纸等52个
社团，开设了多彩的社团课程，为学生的成
长搭建了平台；市六中用优秀校友和身边榜
样激励学生见贤思齐；隆回县山界回族乡罗
白学校立足经典诵读，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学校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融入日常管
理，经验做法获评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创新案例。

多措并举之下，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不断提质升级，资江学校被评为首
批“全国文明校园”，洞口一中等 12 所学校
被评为“湖南省生态文明示范校”，市二中等
学校被评为“湖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
校”，双清区龙须塘小学、中河街小学等 17
所学校被评为“全市文明校园”，33所学校被
评为“邵阳市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增至 86 所，邵东
县昭阳小学“发展特色活动，以足球育人”活
动入选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雷芷
旋等7名同学获“第十三届宋庆龄奖学金”。

全市教育系统以“双十最美”评选为抓手，不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让文明之花绽放美丽校园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所有熟悉张剑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
“多面手”：自 2002 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
到市一中工作至今，无论是从事心理教学、
教育研究，还是学校对外宣传和党务工作，
每次调整新的岗位，他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
特点，努力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现在的
张剑臣，已经是湖南省教育学会学校心理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市一中办公室副主任，
参加工作16年来先后荣获学校优秀共产党
员、市直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
产党员、湖南省德育研究先进个人、邵阳市
优秀通讯员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善于参谋。作为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张
剑臣积极落实宣传和学校文化建设工作，努
力办好学校校报、定期更新校园微信公众
号，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学校。参加工作以
来，他在各级各类媒体刊发了200余篇宣传
学校的报道，为学校的品牌建设立下了不小
的功劳。

善于统筹。作为学校党务专干，张剑臣
认真贯彻上级文件和精神，组织和协调各项
党务工作的开展，使学校党建工作有条不紊
地开展。在市一中荣获“市直教育系统先进
基层党组织”的功劳簿上有他厚重的一笔。

勤于教学。作为学校心理教学工作者，

张剑臣将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理论充分联系
学校学生实际，紧扣学生心理问题，系统化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参加工作以来，听过他
心理辅导讲座的学生达数万之众，更有成百
上千的学生经过张剑臣的辅导走出心理阴
影，重树生活、学习的信心，最终考入理想的
大学。而在积极开展市一中心理教育的同
时，张剑臣还热心社会各界的心理服务工
作，先后受邀到市内其他兄弟学校，为高三
学生做考前心理辅导工作。也正是在张剑臣
的积极努力下，市一中连续 11 年被湖南省
教育学会评为“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他
本人也多次荣获“湖南省心理健康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张
剑臣在教学比武中更是佳绩连连：自 2005
年参加湖南省心理教学比武工作开始，他已
获得9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2012年，他参
加湖南省音体美健网络空间建设大赛还获
得了邵阳地区唯一的一等奖。

勤于研究。作为“科班”毕业的教育学研
究者，参加工作以来，张剑臣潜心教育科研，

他负责的湖南省“十一五”教育学会课题
——《心理教育对教育教学的影响》获得一
等奖，负责的湖南省“十二五”教育学会课题
——《高中生研究性学习实践评价研究》获
得二等奖，他主编的校本教材《中学生心理
素质培养》获得“邵阳市优秀校本教材”，他
还参与编写了《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教育探索创新与实践》《初中家中必读（七
八九年级）》等五本省级教材，在省市级刊物
上发表论文近20余篇。目前，他正担任湖南
省规划办“十三五”课题——《高考改革背景
下高中生生涯规划实践研究》的核心研究人
员。在自身教科研工作不断推进的同时，他
积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不断指导学生开
展研究性学习。十多年来，他的学生有近50
人次参加湖南省中小学研究性学习成果评
比获得一、二、三等奖，其中有一项还获得了
湖南省芙蓉科技创新奖。在他的积极推动
下，市一中的研究性学习氛围愈加浓厚，学
校连续两年被评为“湖南省研究性学习先进
单位”。

“多面手”张剑臣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罗理力

截至上月底，隆回县“泛海助学”银行卡
全部发放到位，188名建档立卡户大学新生
每人领到5000元泛海爱心助学金。这是隆
回县教育精准扶贫的一个侧面。

隆回县教育局始终把教育资助工作作
为一项助力脱贫攻坚的民生工程，并把社会
助学纳入下属单位年终双文明目标考核范
畴，与干部年终考核、评选评优挂钩，形成了

“贫困学生有人爱、助学工作有人抓、助学活
动有人管”的工作新格局，助学工作迈上了
日常化、规范化“轨道”。截至11月底，该县

今年已为经济困难家庭发放幼儿入园补助
资金281.65万元，为27824名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生补助生活费1499.7万元，补
助教辅材料费224万元。

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各新闻媒
体，广泛宣传社会捐资助学活动，大力弘扬
社会助学之风。同时，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联商、联老乡”等形式，先后联合狮子
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上海慈善基金会
静安分会等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对两千余名贫困学生捐赠钱物共价值262.5
万元；隆回凯悦集团捐资 1000 万元用于修
建城西中学教学楼。

在开展社会捐资助学工作中，该县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捐赠仪式、见面会、
QQ 群、书信等形式，在爱心人士和贫困学
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各学校
对贫困家庭学生加强心理疏导，在学习、
生活上予以更多关爱，让贫困家庭孩子掌
握生活技能、生存本领。推动传统文化进
校园、国学知识进课堂，开展城乡学校“教
育结对帮扶”活动和“手拉手、心连心”结
对助学活动，做到思想上“扶志”，能力上

“扶智”，进一步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

由于工作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近年来，
隆回县先后被评为省、市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并被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评为

“推荐学习典型”单位。该县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工作连续4年被省、市教育行政部门
评为“先进单位”。

隆回教育资助工作成效显著

日前，2018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在广
州落下帷幕，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作品获银
奖。自今年5月起，大赛在全国29个分赛区开展，
来自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的共3万余人报名参赛，
报名作品数量达4万余件。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共有4件作品获得湖南省赛区奖项，其中由胡
玉平、张高德担任指导老师，武利文、张自强、侯丽
慧、陆素贞、黄春喜等5位同学设计的作品“医疗
电动移位床”在湖南赛区获本科组一等奖，随后冲
出重围，获全国设计大赛银奖。

（通讯员 黄志勇 郭文效 张自强）

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作品
获全国设计大赛银奖

12月6日下午，隆回县金石桥镇高洲中学初
一学生李满，在帮体弱多病的爷爷上楼运送柴禾
时不慎从楼上摔下致重伤。由于家庭非常贫困，
无钱治疗。12月7日，学校获悉情况后，立即组织
全校师生开展爱心募捐行动，大家纷纷慷慨解
囊。当天，共募集善款18390.66元。该校表示，将
继续通过微信群和其他信息渠道为李满同学募集
爱心善款，直至他痊愈返校学习。

（通讯员 陈远志）

高洲中学为受伤学子进行爱心募捐

11 月 22 日至 25 日，邵阳县教育系统职工排
球赛在该县一中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县中小学的
28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各参赛队伍团
结拼搏、奋发进取，充分展现了该县教师良好的精
神风貌。 （通讯员 蒋伟国）

邵阳县举行教职工排球赛

11 月 28 日至 30 日，邵阳县石齐学校邀请湖
南省教育督导与评价协会专家高阳平等一行12
人，对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等方面进行了为期三
天的“望闻问切”。根据“问诊”情况，专家组对石
齐学校教育教学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对
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石齐学校
负责同志表示，学校将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规范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朝着“教研
立校、质量兴校、特色强校”战略目标奋进。

(通讯员 张玉梅)

石齐学校：
邀请专家为学校发展把脉

12月9日上午，市精英职业技术学校党支部
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来到大祥区罗市镇老
年福利服务中心开展“关爱老人、情暖冬日”的主
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党员们为中心的41位老人
送去了棉鞋、保暖袜、帽子、皮手套等御寒物品及
慰问金。 （通讯员 申平）

市精英学校党支部
开展关爱老人主题党日活动

12 月 6 日，大祥区西直街小学组织该校 176 班的
少先队员走上街头，对学校周边的南正街、长兴街、红
旗路、城北路等街道进行清扫，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易慧茗 摄影报道

为展示学校书法美术教
育成果，推动学校艺术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12月1日，我
市第三届中学生现场书画比
赛在市湘郡铭志学校和九九
美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市各
学校的250余名中学生分别
参加了毛笔、硬笔、素描、水
彩等项目的比赛。图为水彩
画比赛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于勇

摄影报道

教育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