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版
城市报

2019 年 3 月 8 日

编辑校对院罗中利

新闻
版式院阿欣

责任媒体 百姓情怀

E-mail院sycsbbjb@sina.com

电话院0739-5313097

春风化雨育芳菲

——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蒋小英
“蒋老师就像慈祥的妈妈一样关心和培养我
们，没有她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的成绩。”3 月 6
日，全国特奥会上获得跳远金牌得主刘旭茏说道。
他口中的蒋老师就是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蒋小英，
她所教体育特长生在全国特奥运动会上获得“3 金
省、市三八红
5 银 6 铜”的优异成绩，她被评为全国、
旗手，
荣获市五一先锋荣誉称号。

身残志坚袁体育赛场获佳绩

蒋小英 1 岁时，不小心触火，左手被截肢，但她
不因身体残疾而放弃拼搏，她知道只有比别人更加
勤奋努力，才会获得命运的垂青。因体育成绩好，
1991 年她被市体育局、市残联选中，成为一名残疾
人运动员。1994 年她入选国家残疾人体育运动代表
团，参加了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比赛，获得
羽毛球单打比赛金牌。参加工作后，她仍坚持打羽
毛球，在全国、省、市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
全国残疾人羽毛球比赛双打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
成绩；
两次获得省残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第一名。

阴通讯员 伍洁

刻苦学习袁教学领域创辉煌

1997 年，
蒋小英分配到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工
作。为尽快适应从运动员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她把
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用在学习上，在较短的时间内熟
悉了教育教学知识。2014 年，
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
了湖南省第二批中小学“优质空间课堂”建设，通过
终期验收评审并获良好成绩；她积极开展校本课程
《特奥》研究，经过多年探索，初步构建起以田径与
羽毛球运动为主的特奥教学素材体系。在做好教学
工作的同时，蒋小英还撰写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
省级奖项。
获得国家级、
蒋小英特别关注残疾学生的教育教学。她认真
钻研教材教法，课堂上采取诱导法、游戏法及讲故
她给不能到
事等方法，
提高孩子学习的兴趣。同时，
校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开展送教上门，实施每周一
次（三节课时）的上门“亲子同训”教育教学，为福利
机构的孩子们进行每周一次的送教。

因材施教育人园地显本色
蒋小英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遵循特殊教育
规律，尊重个体差异、关爱学生身心健康、科学评价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生活中，她善于发现学生的可
她按照
爱之处，
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贴心人。教学中，
观察调研、拟定策略、具体实施并适时调整巩固的
程序，采取出错前期加强引导、规范时突出表扬强
化和生活中贴心关怀等方法，利用学科或主题教
学、周会与班会、个别辅导等多种方式途径，逐渐改
变或改善学生不良行为，教育效果明显。

隆振玉：情系公益事业 爱洒苗乡侗寨
在绥宁县苗乡侗寨，活跃着
一个身着红马甲、热心公益事
业的女士，她就是国网绥宁供
电公司女工主任隆振玉。
2014 年 3 月，隆振玉与长
沙爱心人士申淑英深入到绥宁
县最偏僻的山区学校——
—麻塘
苗族瑶族乡学校 走访调查，为
该 校 17 名 贫 困 学 生 搭 建 起 爱
心结对帮扶桥梁，每生每期获
捐助学金 1200 元，连续四年走
入 乡村 共 为 17 名 贫 困 学 生 争
取助学金 163200 元，并自己结
对帮扶因家中父亲患大病的李
子恒同学，关心其成长，2017 年
7 月自筹资金送李子恒同学参
加省夏令营，四年共资助助学
金万余元，积极为李子恒患病
的父亲申请大病医助。从此以
后，隆振玉与公益事业结下了
难解之缘。
2017 年 4 月，隆振玉加入
邵阳市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
团队，并与 6 位志愿者组建绥
宁县大邵公益工作站，她和伙
伴们对县域内困境家庭的小
学、初中、高中申请助学的学生
深入走访核查，并建档立卡为
贫困学生搭起爱心桥梁，为 29

巾帼“慧眼”
护平安
—记邵阳大祥交警大队女警朱印仪
——
阴通讯员 陈奇 胡忠国

位困境学生找到一对一的爱心
助学帮扶人，
资助其完成学业。
“大邵公益·与爱同行”
。隆
振玉带领志愿者们奉行公益口
号，用心与孩子们交心，用爱为
孩子们鼓劲。组织开展各种形
式的助学活动 60 余次，发展、确
定新的资助对象 26 名，走访关
爱特殊学校孩子，累计发放 29
名大邵学子的励学金、关爱金、
回访物资以及特殊学校孩子的

慰问金、物品，价值共计 120000
余元。
在隆振玉的言传身教下，
家属及亲人也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丈夫工作之余经常与她下
乡走访关爱贫困学生捐款捐
物，当贴心爱心司机，关爱弱
势群体，一对一资助 2 名贫困
学生。
渊通讯员 李斌 张先邵冤

“村子卫生干净了，是我最大的心愿”
城市报讯渊记者 邓舟帆冤3
月 5 日，春寒料峭，春雨还在淅
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邵阳长阳
铺镇梽木山村的罗芝芳和往常
一样顶着棕丝斗笠，披上雨衣，
扛起蛇皮袋，走在乡村的公路
上，一边走一边用那把磨得发
亮的铁夹，在仔仔细细地捡着
马路两边的垃圾。
罗芝芳今年 37 岁，曾经是
邵阳县七中的高中 毕业生，正
当罗芝芳在憧憬美好前程的时
候，她却被确诊为脊椎淋巴炎，

被迫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这
种病需要长期用药，每年花在
吃药上面的钱 需要几千元，由
于家庭经济状 况越来越差，开
支全靠父母 种田耕地来维 持，
她还有一个小弟，读完初中就
离家到广东打工去了。
罗芝芳 26 岁的时候，由于
她没有放弃治病，也没有对生
活失去信心，坚持每天服药，病
情开始有所好转，并且能下床
慢慢走路了。后经人介绍与村
上的一位男青年结了婚，生育

阴社址院湖南邵阳市宝庆西路广电中心四楼 邮编院422000

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前年村委
会负责人研究决定安排她做全
村的保洁员，每天工资 50 元，罗
芝芳欣然接受并立即投入工作。
“ 现在的农村
罗芝芳告诉记者：
生活条件好了，国家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环境保护也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我既然做了村
里的保洁员，我一定不辜负大
家的期望，换来村子的干净卫
生，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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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交通安全，人们总会想起每天坚守在路口
是他们用意志和汗水换来
前、
奔跑在车流中的交警，
还有一双双
了百姓的平安。其实，
在平安大道的幕后，
，
在荧屏前默默地指挥
鲜为人知、
异常敏锐的“慧眼”
和引领着执勤民警，
捕捉着交通违法者的蛛丝马迹。3
月 2 日，笔者走进邵阳市交警指挥中心大祥分控中
心，
见到了这群
“慧眼”
女警和她们的领头人朱印仪。
朱印仪貌如其名，仪态温雅让人印象深刻，性
格看似温柔却蕴藏着坚定。端坐在接处警台前的朱
印仪，通过电子监控、电子警察、治安卡口、移动电
警等执法设备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对辖区车辆闯红
灯、逆向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非现场执法，是朱印仪和同事们日常工作的重
要环节，信息量大、要求细致，而且证据必须真实有
效。当前，
非现场执法已经占违法执法总量的 90%，
每查处一起非现场交通违法必须抓拍 3 张证据照
片，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每天非现场查处交通
违法 300 多起，朱印仪每天都要甄别剔除上千条的
车辆交通违法信息，然后再录入系统，一天下来眼
睛酸疼，
手指发麻。
“我的车在宝庆路中心医院门口发生交通事
故，请你们赶紧来处理。”一位男性司机打来报警电
话，称自己的小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朱印仪立即对
位置进行定位，并通知民警及时处警。交通高峰时
段，一位危重病人急需送医院抢救，朱印仪在忙碌
中呼叫路面民警：
“我是大祥大队分控中心，已为你
规划出救助病人的最佳路线......”执勤民警接到指
令，立即引导载有危重病人的车辆按照指定线路快
速进入医院。日复一日，朱印仪每天带领分控中心
11 名女警，日夜守护着 122 接处警系统。2018 年，
朱印仪引导并协助路面执勤民警精准出警，让 7 名
急重病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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