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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感谢组织对我的关
怀！”日前，市十中退休教师何美容激
动地握住市十中校长尹大江和党总
支书记李毅勇的手说。

前段时间，何美容的爱人不慎摔
伤，治疗费花光了老两口的积蓄，但
由于伤势严重，还需要进行后续的手
术及药物治疗，费用缺口很大。在得
知这一情况后，市十中立即号召广大
党员开展爱心捐款，最终筹得爱心款
5590元，解了何美容的燃眉之急。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市直教育系统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
工作特色，结合支部主题党日、支部结
对共建等广泛开展了一系列各具特色
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围绕业务重帮扶

教育系统的本职是教书育人。
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中，市直教育系
统的党员们围绕“育人”本职，以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为抓手，以学困生、留
守儿童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一系列
帮扶活动。

市资江学校开展“帮扶学困生、
党员身先行”活动。每位党员教师根
据自己的专业特长优势，帮扶一名六
年级学困生，通过重视学习辅导、真
心爱护、挖掘潜力等途径，努力帮助
学生们重树信心，得以转变。

市教科院先后开展了课程实施
调研、送课下乡等活动，不但收集到

了一大批一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教
育科学研究收集了素材、指明了方
向，更依托同课异构、听课评课、专题
讲座、随堂听、课题研究等途径，将先
进的教学教研理念和方法带进了贫
困地区，为贫困地区依托教育发展脱
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十三中组织党员教师利用休
息时间走出校门，开展留守儿童困境
少年慰问活动。

结合发展做服务

作为教育系统的党员干部，关乎
学校乃至教育事业发展的各项工作
更成为了党员们服务的目标。

市九中校内的后山较为偏僻，课
余时间，部分学生喜欢在此聚众吵
闹，极易发生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
严重影响学校和谐稳定。市九中党
支部分党小组开展党员志愿巡查，并
将巡查结果整理汇总，及时交由学校
相关部门整改。

市十四中附近路段路险车多。该
校全体党员在学校附近公路上开展交
通疏导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学生服务，
较好推动了学校的安全文明建设。

去年底，市六中12位退休党员坚持
在校园里站岗执勤，制止家属区的不文
明行为，打扫校内各栋家属楼的卫生
等，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党员的无私品
格，彰显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的精神面貌。

文明创建我先行

教育系统，是文明创建的主阵
地。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市直教育系
统的党员们在“护校爱生”之外，还围
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后开展
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市蓓蕾幼儿园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保护母亲
河·蓓蕾在行动”的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认真仔细地对资江河两岸的垃
圾、枯枝败叶等进行捡拾和清除。

市五中发动全校师生开展了爱
心捐书活动，帮助隆回县周旺中学17
个班级全部建立班级图书角，让学生
在教室里在课余体会到阅读的快乐，
丰富了农村学校学生的精神世界。

邵师附小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走进茶元街道敬老院，与敬老院的老
人们促膝长谈，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状况，并送上了油、大米等慰
问品，学校爱心小天使们还为老人表
演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市十二中党
支部组织党员和学生代表到市社会
福利院探望残疾儿童，大家捐款为孩
子们送去了水果、副食，并表演了精
彩的文艺节目。

每一个党支部，都是一个坚强的战
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个模范带
头的典型。在市直教育系统，党员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扶贫助学、助力发展、
弘扬大爱，奏响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时代强音。

传递爱心 传承文明
——市直教育系统依托志愿服务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申钱钱

10 月 20 日上午，双清区短
陂桥小学的李海珍老师来到经
开区高崇山镇谢姜村。像往常
一样，她将爱心文具以及爱心款
送到了患有癫痫病的10岁孩子
谢雨（化名）手里。

谢雨接过文具，脸上乐开了
花。他“咿咿呀呀”地对着李海
珍说着什么。李海珍轻轻抚摸
着谢雨的头，说：“小雨是在说谢
谢。他又有进步啦！”谢雨的父
母站在旁边，一脸感激。

“这孩子，就听老师的话
了。”谢雨的父亲边说边擦干净
了桌子。随后，李海珍和谢雨坐
在了桌子旁。

“今天，我们学习数数。”李
海珍翻开了数学书，开始教谢雨
数数。谢雨出生时由于缺氧，患
上了癫痫病。从小手脚无力，不
会说话，精神不集中。教育这样
的孩子，远比教育那些健康的孩
子要费力得多。她一边吸引着
孩子的注意力，一边一遍一遍地
教孩子数数。

四年前，李海珍响应学校的

号召，参与到“送教到家”的活动
中来，谢雨变成了她的帮扶教育
对象。四年来，李海珍针对谢雨
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独特的教学
计划与教学方法。她每月至少安
排一个上午的时间来到谢雨家，
精心“调教”谢雨。谢雨手脚不
听使唤，大脑不具良好的思维能
力，她就对其进行感知、认识、生
活自理方面的康复训练。慢慢
地，谢雨的双手开始听使唤了，接
着，他能隔三差五地喊爸爸妈妈
了……谢雨的每一点进步，都让
李海珍兴奋不已。“付出有回报，
那是很幸福的事情！”李海珍说。

10月20日11时20分，李海
珍在完成对谢雨一系列的辅导
后，准备离开。在李海珍走出家
门的那一刻，谢雨慢慢地走了出
来，他轻轻地向李海珍挥舞着小
手。李海珍回头示意，这位多次
获得市、区各项奖励，多次被评
为双清区优秀教师的老师，禁不
住拭去眼角的泪水。她说：“我
会一如既往地帮助小雨，希望他
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生命中一定会有奇迹出现
——李海珍老师帮扶教育癫痫患者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有这么
一段话让人潸然泪下：你的一生，
我只送一程，虽不忍离别，但车已
到站，你远走高飞，我原路返回。
谁知道，就为了这一程，新邵县
酿溪镇三小语文教师胡容娥付出
了多少。29年里，她有25年的班
主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新征
程，一次又一次的原路返回。

“优秀班主任”“十佳师德标
兵”“优秀教师”……这些荣誉称
号，对于胡容娥来说，不过是“激
励我不忘初心走下去的动力。”说
起这些荣誉，胡容娥有些腼腆
了。她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继续
说道：“孩子们在作文中写道：‘温
柔可亲、幽默风趣的胡老师，做她
的学生是幸福的……’，学生和家
长的认可才是我最大的欣慰。”

无怨：先从做好学生开始

1990 年秋，中师毕业的胡
容娥被分配到偏远村小，成为一
名语文教师。虽然那时条件差，
但她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要做
好老师，先从做好学生开始。29
年来，她每读一本书、参加一次
培训、观摩一堂好课，都会将自
己的感悟体会记录下来，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才有了那一摞摞
沉甸甸的的笔记本。

工作之余，她还潜心教研教
改，担任过“愉快作文”“诗意语
文”“高效课堂”的实验课改教
学。2008 年开始，她针对中低
年级学生错别字繁多的现象，带
领年级组全体语文教师搜集资
料，认真分析，集思广益，确定

《中年级学生错别字形成原因及
纠错策略》的课题研究，探究出
了一套减少错别字的策略，大大
降低了错别字的发生率。

无私：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家长们都争着要把孩子放
我班就读。这是家长们对我的
信任，我享受这份信任，更不能
辜负这份信任。”胡容娥说。

工作中，她总是把满腔的爱
倾注在学生身上。家庭有困难
的，她慷慨解囊；学习上后进的，
她耐心辅导；心理有创伤的，她
用心安抚。只要有需要帮助的
学生，她一个都不放弃、不抛
弃。为贫困学生垫付学费、资料

费的，是她；自己掏腰包为学生
买奖状、奖品，是她，为不能按时
回家吃饭的学生掏钱买盒饭，给
忘带钱的或丢了钱的学生车费成
为习惯的，也是她。

胡容娥习惯把学生称为“孩
子”，甚至“宝贝”或者“儿子”，当
她这样称呼学生的时候，她的眼
神中充满着母亲般的柔情。

“教学、阅卷、班主任工作，我
只要一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
郎。工作忙，回到家，孩子已经靠
在沙发上睡着了。有时，儿子会
抱怨我说，做我的学生比做我的
儿子要幸福多了。”说到这里，胡
容娥的声音有点哽咽了。

无悔：做一束照亮他人的光

为了让语文课的光照亮每
一个学生，胡容娥探索出了很多
新路子，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胡容娥认为“语文课堂也是
可以快乐无比的。”其实不是学生
不喜欢语文课，而是不喜欢枯燥
的、照本宣科、毫无感情的语文课。

为了让孩子们爱上语文，课
前，她总精心钻研教材，认真备
课，精心设计教法；课堂上，她注重
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努力创设轻
松、愉快、民主的课堂氛围，鼓励学
生积极思考，大胆表达，勇敢评
议。她更注意用中国经典文学去
引导孩子，熏陶他们，让学生耳濡
目染，体会语文的魅力与诗意。在
诗意语文的感染下，学生越来越喜
欢中国的语言文字，喜欢上语文课
了。她常利用“经典诵读”等课程，
给学生推荐好书，有时截取书中精
彩片段，以故事形式讲给学生听，
让学生对书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从
而激励起阅读的兴趣。她还经常
在班上开展“好书推荐”“好书交
流”“读书交流”等活动，让学生
悄然爱上读书。在孩子们的习
作中经常能看到很多充满灵性
的语言文字，这些都是诗意语文
渲染的结果。胡容娥教的学生，
不但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各级
比赛中获奖人数总是最多的，许多
学生的习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有人说：“教师有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站上讲台，第二境界
是站稳讲台，第三境界是站亮讲
台。”在同事的眼里，胡容娥就是
一个站亮讲台的人。

做她的学生是幸福的
——记新邵县酿溪镇三小语文教师胡容娥

何 灿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李超 通讯员 张
文锋） 为进一步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
断改进市直教育系统的
党风政风、教风学风，推
动我市教育系统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促进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教书育人环境的全面形
成，日前，市直教育系统

“廉洁学校”创建工作正
式启动。

据悉，创建“廉洁学

校”，将重点考察学校在政
治建设、制度建设、廉洁程
度、师德师风、干事创业、
廉洁文化氛围六个方面的
工作情况。“廉洁学校”的
创建周期为两年，实行动
态管理，每两年进行复
核。市教育局将“廉洁学
校”创建活动纳入绩效考
核重要内容。对成功创建

“廉洁学校”的，将在有关
经费使用、项目建设、资源
分配等方面予以优先支
持与保障。

让廉洁之花开遍校园

邵阳日报讯 （通讯
员 宋宁 黄丹） 为深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充分体现党
员骨干教师的先锋性，发
挥党员教师在城乡教育交
流 合 作 中 的 专 业 引 领 作
用，10月25日，市四中各党
支部党员来到隆回县清水
完全小学，开展了“守初心
共成长，党员送教下乡”主
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市四中向清水
完小捐赠了卷笔刀、橡皮、
铅笔、圆规等 70 套文具用
品，以及篮球、排球、乒乓球
拍、跳绳等数十套体育器
材，党员教师蔡黎娜、刘盼
还分别上了一堂数学、心理
健康的示范课。两校教师
还立足教育教学的先进理
念，相互学习和交流。

市四中：

送教下乡促党建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张伟庆） 10 月 23 日，市教
科院全体干部职工再次来到
绥宁县黄土矿镇自然村开展
精准扶贫入户回访工作，详
细了解贫困群众近期生产生
活情况，共商帮扶对策，将精
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在自然村里，帮扶干部
职工们积极与贫困对象进
行一对一交流，了解他们脱
贫 过 程 中 的 问 题 和 困 难 。

“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今年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什么”“目前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助和解决”……带着
这些问题，帮扶干部职工们
挨家挨户走访，与帮扶对象
促膝交流，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认真记录，确保帮扶措施
落实到家家户户。

在思想和信息帮扶上，
帮助贫困户克服等、靠、要的
思想，引导他们树立勤劳致
富观念，按照市场需求，引导
他们选准致富项目，对帮扶
贫困户的剩余劳动力，鼓励
外出务工，提高收入。

开展回访工作做实精准扶贫

10月22日下午，市教育局组织市直教育系统的965名党员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应知应会知识理论考试，从而以考促学，推动主题教育学习走向深入。

理论考试前，市直教育系统还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签名活动，全
体党员在“不忘初心为教育、立德树人担使命”的横幅上进行了签名。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申钱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