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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嵩 刘媙） 为进一步增强
师生安全意识，双清区中河街小学将6月确立为“安全生产
月”，并结合学校实际，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活动。

该校制定了详细的安全生产学习计划，开展了行政管理
人员专题学习和全体教师集中安全教育培训，并通过宣传橱
窗、宣传横幅、电子屏、黑板报等方式，开辟安全生产月宣传活
动，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开展了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活
动，对重要区域、重点部位和事故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及时发
现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活动中，各个班级组织开展了“安全在我心中”“生命在
你手中”“斑马线、生命线”等主题安全教育班会，进一步增
强学生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平安校园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中河街小学——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自1999年大学毕业到邵阳市第四中
学从教以来，章莺已经在讲台上辛勤耕耘
了 21 年。21 年来，章莺担任班主任工作
12 年，还曾担任数学教研组长和年级组
长。无论在哪个岗位，章莺一直兢兢业业
无私奉献，全心扑在教育教学上，用自己
的行动履行了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

教育是有爱的事业，更需要精神的指
引。从教以来，章莺坚持以学生为本，始
终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自己。

2004年下半年，章莺怀孕了，而此时，
她正担任初三的班主任。经过深思熟虑，
章莺决定坚持下去，仍然每天清早到校，
一直守到学生背书过关后才披星戴月地
赶回家。孕期反映不小，人更容易犯困，
但章莺从未喊苦叫累，一直坚持到学生毕
业。这一年，她中间没有请过一天假，没
有耽误学生一节课。2005年，学校高中扩
班，师资紧缺，校领导希望休产假的章莺
能提前上班。章莺克服困难，提前结束产
假，接下了高中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

这些，只是章莺 21 年教育生涯的一
个缩影。这样的劲头，也让章莺在多次年
度考核中获得嘉奖，2010年还荣获“芙蓉
百岗明星”荣誉称号，2018年被评为校优
秀共产党员。

传道授业解惑，是师者之责。为提高
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章莺不但参
加自学考试，考取了高中教师资格证，平
时更是阅读大量关于数学教学和课程改
革的书籍。为了让学生乐学、好学，章莺
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考纲，围绕教
学内容、学生情况等备好每一堂课。授课
过程中，她注重授课艺术和技巧，设计大
量问题，让学生从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中
总结规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

近年来，章莺先后获得市直教育系统
中学说课比赛特等奖、全市中学数学说课
比赛一等奖、市直课堂教学改革比赛一等
奖等荣誉，指导的学生参加数学竞赛有多
人获得一二三等奖。

从教以来，章莺担任了 12 年的班主

任工作。12 年里，她始终坚持“热忱、踏
实、细致”的原则，把品德上追求高尚，思
想上追求卓越，情感上追求关心，意志上
追求坚强作为教育的目标，努力教学生学
会生活、学习、做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转校生小奎是个典型的“刺头”，不服
老师教育，还经常与社会人员混在一起，
父母更是没办法。转来之后，章莺马上找
到小奎谈话，鼓励他在新环境中以新的面
貌展现自己。让他担任小组长，之后又担
任课代表和值日班长，他有些许进步，章
莺总是及时表扬鼓励。小奎开始学着控
制情绪，约束自己的行为，曾经的“刺头”
逐渐转变为自尊自爱的“榜样”。后来，小
奎顺利考上高中并光荣入伍。毕业后还
经常跟章莺联系，感谢她的爱心和耐心。

羌管一声何处曲，“章莺”百啭最高
枝。2008年到2014年的六年中，章莺9次
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2019年还获评

“市直教育系统骨干教师”。

“章莺”百啭最高枝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6月10日至26日，双清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区内各中小学的2000余名学
生开展了“6·26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宣传活动。

此次禁毒宣传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了毒品的危害性，有效增强了青少年的法
制观念和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筑牢了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坚决向各类毒品
说“不”。图为学生们参观宣传展板和了解辨别新型毒品(模型)。

通讯员 李金梅 石莎 龙萱凌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曹晖 张再云 罗曼） 6月23
日至24日，北塔区状元小学“城乡联动、均衡提质——艺术教
育送教下乡”教研活动走进该区万岁庙小学、柑子塘小学。

送教前，三所学校综合教研组就送教的音乐和美术学科
组织相关教师集体备课，交流看法。课堂上，状元小学教师雷
偶织、刘钢根据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教学条件的特点进行
教学设计，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扎实娴熟的专业技能、诙
谐幽默的教学语言和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给听课老师和同学
们带来了全新感受。紧接着，状元小学师生为两所学校作了
葫芦丝展演，悠扬的乐曲声回荡在整个校园。随后，与会老师
各抒己见，踊跃发言，针对两位老师的授课，就课堂效果、教学
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和交流。

此次“送教下乡”教研活动不仅为片区联动学校提供了
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架起了一座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
桥梁，更为提升农村小学艺术学科的教学水平起到了积极
推动的作用。

状元小学——

城乡联动 均衡提质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黄飞球 张飘） 近年来，随
着城镇人口的大幅增长，配套学校建设相对滞后，解决孩子
上学难和大班额现象已成燃眉之急。双清区龙须塘小学努
力改善办学条件，全力完善新校区改扩建。

龙须塘小学改扩建项目于2019年6月正式开工，项目
征地总面积8378平方米，新建教学楼用地3627平方米、综
合楼3517平方米、设有200米环形安全跑道运动场，教室采
用多媒体教学，统一建设成班班通模式，配套功能室和安全
运动设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教学楼增加
24间教室，在原有基础上，将陆续增加1000个学位，着力解
决大班额问题。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工，2020年9月将正
式投入使用。

龙须塘小学——

建优质放心学校 促教育均衡发展

6月21日，双清区高崇山中心完小党员教师来到留守
儿童李俊杰（化名）家中，为李俊杰奶奶送去慰问金及礼物，
并详细了解孩子在家学习及生活情况。

端午节期间，双清区高崇山中心完小开展了“情寄
留守 爱暖童心”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老师们为留守儿
童发放了爱心礼物，组织观看留守儿童影片，并开展了
走访活动。 通讯员 谢慧敏 蒋小雄 摄影报道

“孩子们，加把油啊。营养餐储
存室必须一尘不染，一点马虎不得
哦！”6月1日，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心小
学营养餐储存室里，一位敦实的男老
师正在和学生一起拖地、抹货架，鼻
梁上架着的近视镜里透出坚毅而慈
爱的目光。这位老师就是被人赞称
为“信得过”的杨新农，本期他担任四
年级 152 班语文教学，同时还承担学
校营养餐管理工作。

“四十年了，还过 3 年就将告别
我一生钟爱的学校和孩子们。”杨新
农老师伸出四根手指，说明着自己的
教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杨新农
高中毕业时还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
青年。毕业当年的 9 月正好赶上公
办教师招考，一举考中。随后被分配
到离家 20 余公里外偏僻的鸟树下小
学任教。

“相比乡镇中心那些条件好的地
方，贫困偏远山旮旯的孩子可能更需
要一位像我这样的‘孩子王’老师。我
满腔热血扑在工作岗位上，希望带着
山里的孩子们快乐成长，快乐学习。”
回忆起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杨
新农感慨良多。

从教四十年，杨新农先后被调往8
所学校任教和担任负责人。每到一
处，他就把学校当成家，把工作视为
命，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能把工作干
出精彩来的“信得过单位”。1991年他
被调往辰河小学担任校长，当他踏入

辰河小学的一刹那，不禁被这所村小
残破的景象惊呆了：教室的窗子上没
有一块玻璃，泥土地面坑坑洼洼，学生
课桌裂缝短腿，很多还得用红砖和石
头垫起来才勉强可以使用。

“学校条件差是客观事实，但人
的主观意识不能消极、不能懈怠。老
师是园丁，孩子们是花朵。环境育
人，学校就该成为学生成长的花园。”
这是乡村老师杨新农的朴素教育理
念。他一方面带领教师给学生上好
课，一方面着手改造学校的硬件设
施。一年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三尺讲台上，杨新农用爱心和专
业悉心培育着孩子们。他因学施教，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让每个孩子感受
到了语文的魅力。“生活中不善言辞的
杨新龙老师，一到课堂上就似换了一
个人。风趣幽默，讲课引人入胜，学生
们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的课。”杨新龙
的搭班教师刘咪说。

在杨新农的办公室里，笔者见到
了一摞尺来厚的本子，这是杨老师多
年积攒收藏的备课本，以及10多万字
教学心得和读书笔记。“给学生一碗
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杨新农从未
间断自己的充电和学习。

“习惯了学校天空的灿烂，习惯了
孩子们的天真，习惯了粉笔末的‘甜
味’！”杨新农说，他热爱讲台，一直会坚
守到退休的最后那一刻，只为收获一份
让老百姓“信得过”的乡村教育情怀。

“信得过”的乡村教育情怀
通讯员 阳琼 聂婷

读大学时，一直有个梦想，有生之年要到
大山深处去支一回教。参加工作后，因工作
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激
情，遗忘了当初的梦想。

原本以为今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生
活就是这样给你惊喜，我两年前提交的支教
申请终于通过了。2019年8月，我怀着无限
憧憬，来到隆回县石门中学，开始为期一年的
支教生活。

站在石门中学门口的一刹那，我有些意
外，没有想象中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也不必
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直通校
门口的水泥路。然而场地的狭小、校舍的破旧
无不诉说着这就是一所普通的农村学校，这里
不会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吸引不了社会关注
和网络流量，我以为，也拨动不了我的心。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我适应了这种与
往日截然不同的生活，尽职地做着自己的工
作，却也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可是渐渐
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无法再置身于一名外来
支教老师的身份。

这里学生很多是由爷爷（外公）奶奶（外
婆）带着的留守儿童，父母的长期缺位，泛滥的
手机游戏，错误的价值观已经侵蚀这一批孩子
的心智、理想。上课打瞌睡、讲小话成常态，组
织教学成了课堂的主要任务；拖欠甚至不交作
业，考试心情好才会在试卷上写上几笔，不然
直接写上名字。经费窘迫导致学校硬件建设
跟不上，家长的缺位使得学生的管理和教育极
其吃力，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关心孩子成才
的家长带着学生去了城区的热点学校。

然而，就是这样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依然
有乡村老师在默默坚守着这一方校园。十年
如一日的默默付出，他们没有可以报道的光
荣事迹，没有可以宣传的教学成绩，没有令人
羡慕的福利待遇，但，他们在，学校在，学生没
有因此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沉思于那一部分学生的叛逆，感动于
这一位位同行的坚守。备课时，我开始更多
地备学生，我会与同事们探讨，如何在这一批
有一点偏离正规轨道但实际依旧纯真的孩子
心中播下爱的种子。教书先育人，我跟孩子
们一起晨跑，一起打篮球，和同事们一起参加
各类教学教研活动，我将自己置于一名长辈
甚至是一名父亲的位置与学生谈心，到学生
家中家访。学生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但
我，我的同事们，我们从未放弃任何一名学
生，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不忘初心，我们的教
育、我们的学生，会越来越好。

在远离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教日子里，
我觉得是我在学习，收获巨大，会在我的人生
道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会成为我人生经
验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让我在艰苦的环境
中得到了磨炼，让一直过着平淡生活的我收获
了感动……我从支教中得到的收获，绝对比付
出多。支教不仅是种工作，更是一种责任。这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教学经历将成为我人
生的指路明灯与奋斗不息的不竭动力。

行走在支教的路上
邵阳市第十五中学 彭思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