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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陈远志） 12月11
日，市小记者协会携手双清区志
成学校共同开展“情暖留守儿
童·助力健康成长”慰问交流活
动。双清区志成学校包括小记者
在内的36名学生在校领导及小记
协辅导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隆回县
金石桥镇高洲完小，慰问该校的留
守学生，并与学生们进行交流。

为了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
市小记协、志成学校的工作人员
认真策划活动方案，积极对接高
洲完小，并在志成学校组织了大
型的爱心募捐活动，筹集到了衣
物、文具、玩具、体育用品等一大
批爱心物资。

11日上午，大巴车一停到高
洲完小校内，学生们就迫不及待
地走进教室，与该校的学生们进
行交流。而对于“远方朋友”的
到来，高洲完小的学生们则不时
报以热烈的掌声。

13时许，慰问交流活动正式
开始。高洲完小的学生代表郑
宇轩和小记者、志成学校学生代
表卢康怡分别发言，高洲完小校
长罗愈群代表学校接收了志成
学校、市小记协的爱心捐赠物
资。志成学校的不少学生还特
意准备了小礼物，送给结对的高
洲完小学生。

联谊活动开始了。在“纸牌
传面粉”游戏中，两校学生口衔纸
牌，将纸牌上的面粉逐一传递给
下个人。为了不让面粉吹到对方
的脸上，学生们屏住呼吸，小心翼
翼地传递着，一些学生还贴心地
帮后面的同学捂住眼睛。尽管小

心翼翼，学生们仍有不少小失误，
面粉随着鼻息喷到了后面同学的
脸上，仿佛京剧里的“大花脸”，惹
得大家哄堂大笑；在“呼啦圈传
递”中，两校学生手拉着手围成三
个大圈，在不松手的条件下传递
着呼啦圈，“加油、加油”的声音喊
得震天响，欢声笑语在高洲完小
上空回荡。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两所学
校的情况，提升学生们的观察能
力、沟通能力，小记协的老师还
带领两校的学生们分别采访了
两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们。

本次活动，对两校的学生都
有重要的意义。高洲完小的学生
们，特别是留守学生们没有因为
家长的外出务工而丧失对生活、
学习的信心，他们勇于克服困难，
努力在学校里学习、成长，不论是
午餐时自觉排队的良好纪律，还
是用餐后自觉清洗餐具的勤劳，
抑或是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级学生
分餐时的爱心，都给志成学校的
学生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而对
于高洲完小的学生们来说，志成
学校的学生虽然年龄较小，但他
们站上讲台做自我介绍时的落落
大方、采访活动中的勇于表现、联
谊活动中的乐观积极，都成为了
他们以后不断努力的方向。

“这次活动，不但让两所学
校的学生们长了见识、交了朋
友，更为两所学校创新育人思
路提供了方向，我们以后还将
组织开展更多此类活动，让孩
子们能够不断扩宽视野、提升
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志成学校校长朱赟智说。

情暖留守儿童 助力健康成长
市小记协携手志成学校赴隆回开展慰问交流活动

▲捐赠新书包和文具。

▲认真交流。

“您真是我孩子的贵人，是您把
他从游戏中拉回来！”12月13日上
午，在武冈二中一间办公室，特意从
偏远乡镇赶来的学生家长曾先生紧
紧握住该校数学老师李基权的手，
不停地道谢。

原来，这位家长的小孩曾沉溺
于手机游戏不能自拔。2010年，李
基权担任他的班主任，首先与他进
行坦诚交谈，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
状态，并尝试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
出去打球、开展户外活动。他的成
绩赶不上，没有信心，李基权就坚持
每天给他补课。慢慢的，他的学习
兴趣浓了，成绩也突飞猛进，最后考
入山东大学，如今已是德国一所著
名大学的博士生。

这样的例子在李基权身上还有
很多。自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李基
权一直担任班主任，潜心育人，默默奉
献，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同行的认可。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名教
师，良好的教学能力是基础。从教
以来，李基权认真学习新课标，刻苦
钻研教材，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认
知规律，精心设计有利于学生发展
的教程，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创新
型教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近年来，李基权参加教学比武，先后
获得武冈市特等奖、邵阳市特等奖，
湖南省二等奖，参加湖南省集体备
课还获得一等奖。由于教学业绩突
出，他还被武冈市教育局聘请为“国
培计划”“送教下乡”初中数学学科
培训师，并因为工作突出被评为“优
秀培训师”。

作为班主任，李基权总是坚持正
面教育为主，关心学生，爱护学生，言
传身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学习
方法，鼓励他们发挥特长，引导他们
关心集体。对待学生，他坦诚而不鲁
莽、关心而不骄纵、信任而不包庇，因
而在学生心中有着较好的形象，和学
生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班级管理中，李基权积极实
行班团干部轮流值班制，一日一登
记、一周一小结、一月一评比，使班
级学习氛围愈加浓厚，学生各方面
能力不断提高，真正做到全面发
展。近几年来，李基权所带班级多
次荣获“优秀班集体”，他本人年年
被评为武冈二中“优秀班主任”或

“十佳班主任”。
之前，李基权班上来了一位插

班生。转来没多久，班上的科任教
师就纷纷反映该生存在违纪问题。
面对这样的转学生，大家都建议“退
回去”，但李基权并没有这样做。但
他想要走进该学生的心并不顺利，
学生总是“阳奉阴违”，陋习不改，但
李基权坚信“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一次次谈心终于敲开了学生久闭的
心扉。李基权这才知道，该生因为
自幼相依为命的爷爷身患重病，才
产生了厌学情绪。后来，他和这名
学生的母亲通了整整两个小时的电
话，协助家长寻找解决方法。几番
努力之下，这位学生成绩越来越好，
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山大学。

孜孜育人

潜心教学
——记武冈市第二中

学教师李基权
通讯员 刘冬桃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从教22年来，隆回县
桃花坪街道梨子园实验学
校教师肖付梅一直在教育
工作的第一线，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履行着一名教师的
誓言。

在日常教育教学教研
中，肖付梅勤于钻研业务，
十分注重教学反思，多年
来在教育教学教研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她撰写
的论文《感悟小学数学体
验式学习》发表在《教育》
上，论文《试论小学数学课
堂中游戏教学与微课运
用》发表在《中国教工》杂
志上，《漫谈班级文化建
设》发表在《中学课程辅
导》上，课题研究《同伴效
应与育人效果》获县一等
奖。她指导学生开展科技
创新比赛、读书活动、书
法、绘画、机器人比赛，多
次获省级一二三等奖。

作为学校数学备课组
长，肖付梅积极策划每一

次教研组活动，坚持每学期上一节有质量的
公开课、示范课，切实开展好听、评课活动，
带领全组不断提升教学教研质量。2017年、
2018年在桃洪镇送教下乡教研活动中，她所
执教的课都被评为优质课。她还与青年教
师马六一、周丽民签订了“师徒结对”合同，
认真履行“师父”职责，对“徒弟”的备课、上
课等加以指导，两位“徒弟”得到了快速成
长。马六一参加2019年全市教学比赛获市
一等奖，周丽民荣获县一等奖。

作为班主任的肖付梅用心教育每个学
生，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特别注重学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以人为
本”“一切为了学生”是她的工作准则。她经常
深入学生中与他们交心谈心，替他们排忧解
难，以高度负责的人格力量去感染和启迪每一
名学生，深受学生的喜爱和社会的好评。

踏踏实实的工作，勤勤恳恳的努力，让
肖付梅先后获得校“优秀教师”、县“优秀班
主任”“优秀教研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
共产党员”“骨干教师”等一系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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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阳静 罗华） 12月10日至13日，我市举行
2019年师德师风巡回宣讲活动。

巡回宣讲活动中，来自各县市区、市直学
校推荐的15位优秀教师组成师德师风宣讲
团分赴各地开展师德师风宣讲。宣讲团成员
中，有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的城步南山实验
学校教师刘银秀、大祥区滑石小学教师唐珉，
湖南省首届“湖湘优秀班主任”、市十中教师
谢红梅等，还有身患罕见的克罗恩病仍坚守

三尺讲台的北塔区陈家桥学校教师李海勇等
师德典范，以及扎根边远贫困乡村教育 20
年、现任洞口县石柱镇黄双九年制学校校长
的唐生林等基层优秀教师代表。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市教师队伍
师德师风建设，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增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爱岗意识和敬业精
神，推动“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往实里走、往
深里走。本次巡回宣讲活动共举行13场，全
市各地各校近万名教师聆听宣讲。

我市举行师德师风巡回宣讲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曹远席） 为更好
地用好统编教材，寻找语文教学的
更优路径，落实核心素养，调动广
大教师课堂教学研究的积极性，提
高教学质量，12月11日至12日，大
祥区教育局组织该区陈红艳名师
工作室，开展统编教材优质课教学
观摩展示活动，来自全区近500名
小学语文教师参加活动。

这是本学期以来陈红艳名

师工作室开展的第二次统编教
材教学观摩展示活动。陈红艳
名师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2月，
是大祥区的第一个名师工作
室。成立一年多来，该工作室每
月定期开展有主题的学习沙龙、
专题研讨等活动，工作室内教师
分别获得教学比赛省一等奖及
市、区级特等奖。在不断提升内
部教学教研水平的同时，该工作
室还积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成

立当年就面向全区开展了“名师
工作室课堂教学展示”及“送教
下乡”活动，为全区教学教研质
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大祥区以名师工作
室建设为抓手，积极发挥名师工
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高
教师们教学教研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全
区已有近 30 名教师申请成立名
师工作室。

名师工作室助推教学质量提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阳静 罗腾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如
何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我市采取的办法是：围绕立
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根本任务，
组织各学校围绕“我和我的祖
国”这一主题，以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德育活动来推动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助力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成长，

一年来，我市各学校开展的活
动包括“传唱爱国歌曲”“童心向
党”等歌唱、合唱活动；“英雄在我
心中”“爱国教育主题宣讲”等观
影、讲座活动；“清明祭英烈”“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学习雷锋、争做
美德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以
及围绕《国旗法》开展的“统一规范

升国旗”等主题教育、主题实践活
动；“中华经典诵读”“书香校园·师
生共读”“我和我的祖国”等主题阅
读活动。活动中，各学校以强化未
成年人的切身体验、亲身感悟为重
点，以全校参与、全员参与为基础，
强化不同德育主题的教育意义，有
效增强了未成年人文化底蕴和文
化自信，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
情，提高了他们的道德素养。

多彩活动述说爱国情

▲市直分会场上，大祥区滑石小学教师唐珉正在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