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报

周
刊

责任媒体 百姓情怀
编辑校对院莫杰 版式院阿欣 E-mail院sycsbbjb@sina.com 电话院0739-5313097 2019 年 1 月 11 日

踏浪而研 逐梦前行

——
—隆回九中第五届德育研讨会纪实
，
以求
“善其事”
。
“利”
班主任之
“器”
浪花，拍击所有老师的心田。
“对于消费，要用之有益、适度，不
小赛场 大天地
“控制消费，
我
要‘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从山中而来，山给了我质朴、
有 3 个妙招：少逛购物网站；少去超
以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市；尽量少和那些爱慕虚荣的朋友来 虔诚的品格。
往。”卿艳娇老师的学生在小组探讨 以一个灵魂心唤醒另一个灵魂是我虔
戴剑云老师落落
合理消费的方法后热烈地展示着。22 诚追求的教育梦想。”
日下午的主题班会课竞赛共有 4 位老 大方地展示着自我。这也是隆回九中
的 23 日上午举行的班主任技能竞赛第
师参加。老师们践行“生活即教育”
小班会 大德育
的一个缩影。
理念，按照“依主题定终点，缘学情定 一环节“精彩亮相”
、
班主任技能竞赛分“精彩亮相”
的思路架构
“易遥在愤怒地诉说着自己遭受 起点，
中间搭二三个台阶”
“头脑风暴”、
“情境答辩”3 个环节。3
感悟。
还有悲伤， 课堂，
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
的欺凌。”
“不仅仅是愤怒，
3 分 钟和 8
脸上流着泪水。”
“ 她悲愤地投海而
“4 个主题紧扣时代脉搏，凸显 个环节分别限时 2 分钟、
‘友善’
，让核心素养落地，培 分钟。参赛选手为各年级部通过初赛
尽。”隆回九中钟叶老师的学生在主 ‘诚信’、
“难 选拔的 6 位青年班主任。竞赛题目经
题班会上讲述着自己对所看微电影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情。竞赛重在
的观后感。
忘钟叶老师的情境表演 《手语歌》，最 精挑细选，贴近校情、
主题班会课拉开了隆回九中第五 是那心中温暖。”
“放开手脚，实践以学 展示班主任的理论素养、教育智慧和
“将主题班会课 生为中心的理念。”22 日晚上的点评， 反应能力。
届德育研讨会的序幕。
学校主管德育工作副校长刘琦介
精准
‘落子’
德育研讨会，
能调动教师参 先分年级组点评，后所有老师集中点
“
‘道不可坐论，
将‘要我学’变为‘我 评,老师们对主题班会的主题、设计、 绍此次技能竞赛时指出：
加培训的积极性，
，为让研讨会落到实处，
学
推进教 展开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言辞恳切 德不能空谈’
要学’
，
促进教师提高育人艺术，
班主任技能
巧妙
‘嫁接’
既有理论高 校创新研讨会，
师专业化成长。”
隆建华校长对主题班 的点评、真诚深入的反思，
‘
、接地气’
，
搭建
‘草
竞赛
‘架天线’
会课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学校倾心 度，又有细节分析，
宛如一朵朵晶莹的 竞赛，
杏叶染金枫正红，踏浪而研逐梦
行。近日，隆回九中第五届德育研讨
会在校报告厅内浓情上演。无论是研
都那
讨会的策划，还是研讨会的实施，
么精心、别致；无论是参赛青年班主
都那么投入、闪亮；
任，
还是点评教师，
都那
无论是活动体验，
还是即兴回答，
么震撼、走心……

城市报讯渊通讯员 刘纪新冤1 月 5 日，新邵
一中邀请该校毕业校友、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植物学家龙春林回
到母校，为一中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梦想从这
里起航”励志专题讲座。
龙春林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工作等经
历，通过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以“家境不
好怎么办”
“天资不高怎么办”和“颜值堪忧怎么
办”为主题，为与会师生讲述了学习和生活的意
义，通过努力学习，持之以恒坚持梦想改变命
运、
通过持之以恒努力实现人生赢家的重要性。

史铁生 《记忆与印象》 里说：
“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
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
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
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
唤起，就是你已回到了故乡。”细想
起来，那种心情，我已好久未唤起，
我的心好久没有回到那儿了。但那
份特殊的乡愁，仍像一杯茶，苦涩、
悠长，又带有一丝甘甜。
那块屹立在村口的岁月斑驳
的牌坊见证了这个村子的成长变
化，
但它没有感受到某些东西流逝
的味道。它是不会注意骑自行车经
过路旁那小块风铃草时会有一阵
淡淡的清香，不会注意河面上被风
掠起的涟漪也留下了阳光的气息，
不会注意到金黄田野里蚂蚱的每
一次弹跳都会蹬落缕缕收获的稻
香，
也不会注意到冷风吹拂下的街
道夹着暖意的熏肉味。这些特殊的
味道，组成了我对故乡环境的记
忆。每一种味道，都是能勾起千千

城市报讯渊通讯员 魏小青 赵宇峰冤1 月
7 日，
由邵东县团委、县教育局、县青年企业
家协会组成的爱心团队驱车来到省贫困乡斫
曹中学，为这里的贫困学子送上过冬抗寒衣
物，
给这寒冷的季节带来了温暖。
在捐赠仪式上，爱心人士向斫曹中学
50 名贫困学子赠送了衣物，并鼓励贫困学
子不畏惧贫寒，好好学习，努力战胜贫寒，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不懈的奋斗去开创自
己美好的未来。捐赠仪式结束后，
爱心人士
还入户走访 5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为
他们送去了学习用品和慰问金，叮嘱他们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记忆中的故乡
万万幅美好画面的精灵，有能抓住
我心跳加速的一瞬间的魔力。
记忆里故乡的人情味是很浓
郁的。无论什么季节，只要夜晚不
下雨，人们都乐意出门走走。去街
坊邻居家串串门。除了冬天，有人
在家的屋子几乎都是敞着门的，仿
佛随时准备迎接尊贵的客人。孩子
们更是欢快地在街上呼朋引伴，嬉
戏打闹。新年的时候，大街小巷奔
跑着揣满炮仗的孩童，大人们兴致
勃勃地忙碌，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
耍，
那才是真的过节哩！
都不怎么富裕的年份，眼前总
是昏黄的灯火，抬头却是明亮的星
空。刻意去寻找过北斗七星，总是
不太确定周围暗淡的两颗星是不
是，
但我坚信那时指给小伙伴看的
一定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不受外
界灯红酒绿生活侵扰的宁静之地
才能孕育出敢于幻想，能以最美好
的视觉角度看待世界，看待宇宙，
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灵魂，澄澈干

阴社址院湖南邵阳市宝庆西路广电中心四楼

共进的平台。”
根研究’
展示、
交流、
“面对生源差，你怎样领跑？”王师
环节随机抽到的
凤老师对“头脑风暴”
此题阐述：
“生源的苦涩，我们都有真
我们改
切的体验。当无法改变生源时，
落实立德树人
变什么？我们改变自我，
满足生命
的根本任务，一是尊重学生，
的需要；
二是挖掘学生闪光点，寻觅教
育的良机；三是在时间、空间上延伸、
拓展学生的闪光点，激发生命潜能。”6
位选手现场作答时围绕教育理念、教
育方法“展本领”、
“亮绝活”，引发了现
场观摩老师心中共鸣。
罗杰老师在听课笔记中写道：
“两
天的观摩，让我震撼于同伴的教育情
怀、理念和智慧，更促使我反思自我教
育和向他人学习。我温暖地走在教育
的路上。”
“无法忘却，
那一个个的寂静深夜，
那一点点的
那一次次的教案推倒重来，
精益求精，那一声声的悉心指导，
参赛
Thanks 陈师傅，
Thanks 研讨会！”
英语老师梁芳丹分享自己的参赛感受。

邵东爱心团队
情系贫困山区学生

身边榜样点亮学子梦想

姻学生习作

阴通讯员 申学峰

邮编院422000

净。我一直相信，史铁生书中的心
情，是我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走
过某个许久不曾注意的地点，遇到
突然使我心头一颤的悸动，触发了
记忆中最深处一种熟悉与安全感，
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出现在
街口相遇，对这场毫无准备的相遇
欣喜得不知要从何说起。
人们总是抱怨没有了过节的味
道，
低矮的房屋变成了小洋楼，
昏暗
的灯火被高挂的彩灯和霓虹代替，
年夜饭成了过场，小广场的音响开
充斥
到了最大，
人们想赶走空洞的、
着寂寞的生活。这个小村子显现出
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我国精神生活跟
不上物质生活的现状，这种日子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剩下的只有对故
乡的那一份甜蜜与苦涩交织的乡
愁，
对那份纯朴的眷恋。
那个故乡，一直住在我的脑海
里……
渊邵阳市文德中学 1803 班院刘
玲 指导老师院刘文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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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洞小学
举办冬季运动会
城市报讯渊记者 邓舟帆 通讯员 刘嵩冤1
月 8 日，洛阳洞小学组织全校学生举行了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抗寒冷冬季运动
会。此次运动会共进行了三个项目的比拼：
花样跳绳、接力跑、拔河比赛。经过激烈角
逐，
91 班，93 班，97 班等七个班级获得了第
一名。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竞争
意识及合作交流能力。

东塔小学党支部
开展野补短板冶主题日活动
城市报讯 渊记者 邓舟帆 通讯员 刘美
付巧玲冤1 月 8 日，
东塔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
新时代新作为”
党员开展了
“新时代新担当，
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
务进行了梳理和查漏补缺，
对教育局督查中
找差
发现和反馈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盘点，
距、补短板，号召全体党员继续发扬志愿者
的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精神，
以实际行动
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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