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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一职感恩一职
孩子让我骄傲孩子让我骄傲

一位深圳的朋友，风尘仆仆赶到岳
阳，悉心陪伴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和我
聊起这个孩子，几度哽咽，重复最多的几
句话，就是“感谢你们学校，感谢你们的老
师”。

三年前，这个来自单亲家庭的沅江女
孩，中考数学只考了30分，无缘所有的普
通高中。而报考我们学校时，高考班已满
员，无法接纳这个学生。当时，学生本人
非进高考班不可，家长焦虑不已，久久徘
徊在学校门口，不愿放弃。经过反复请示
学校领导，鉴于学生的特殊情况，暂时录
用为岳阳市第一职业中专16级旅游高考
班学生。

这是个敏感的孩子，入学以来，郁郁
寡欢，独来独往。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给了
孩子极大的关注。知道她离家远，无人照
料，老师带她去下馆子，换口味；高三了，
孩子在校住不惯，晚自习结束后，下班老
师经常驾车送她回亲戚家。学习上，教学
经验丰富的数学老师揭老师，不厌其烦，
从基础运算开始，给孩子加班加点辅导，
拓展孩子思维，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班主
任涂老师对孩子更是循循善诱，教会她学
习，教会她生活，教会她做人。与孩子的
每一条聊天记录都是一篇走心文章……
真挚的爱，如汩汩热流，温暖了一颗稚嫩
瑟缩的心。

这是个争气的孩子，一旦找准了人生
的坐标，便如离弦之箭，发奋前行。她将
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旅游专业作为学习目
标。其自律能力超越了一般同龄人，将手
机主动交给老师保管，要求参加学校晚自
习，生怕漏掉晚辅老师的一个知识点。听
讲认真、勤学好问，沉醉于书山题海中。
课余则躲在图书馆或安静的角落，读写默
诵。为了节省就餐时间，打一份面条，坐
在台阶上，边吃边读书。功夫不负有心
人！孩子的学习成绩节节攀升，最后稳居
班级一二名。年年被评为班级优秀学生，
最后一次模考，考出了 671 分的好成绩。
数学考了116分。

妈妈说，“孩子真幸运，遇到好学校，
碰到好老师，最欣慰的是，孩子的笑脸多
了，母子关系也融洽了！曾经的戳心孩
子，现在是我的骄傲！”

岳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姚柳红

六一寄怀
写给所有少年儿童

映日先锋旗帜开，
庄严宣誓坦襟怀。
张张笑靥凝聪慧，
个个英姿向未来。
月里栽花期尔辈，
火星种粟待英才。
寰球嬗递千般景，
地阔天宽任剪裁。

岳阳楼小学 谢建华

初见甘立茹，她的身上有着江南女子的
温婉，又有一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哪怕只是安
静地坐在那里，都让人忍不住想和她亲近。

传道授业 甘之如饴

1997年，20岁的甘立茹老师从学校毕业
后便走上了三尺讲台，一站就是22年。“课堂
上，她激情昂扬；生活中，她性情温柔。”这是
学生对她的评价。在孩子们眼中，甘老师教
学认真负责，讲解详细生动，最厉害的是能通
过举例、画图、编口诀等方法把生物学科的知
识点化繁为简，让学生觉得有趣又好记。为
了让学生记住毛细血管的特点，她自编口诀

“毛细毛细毛发一样细，薄得只有一层壁”；讲
“亲代均为杂合型基因可以产生纯合型隐性
基因”时，她用“无中生有”来形象概括；为了
让学生正确使用显微镜，她引导学生背诵顺
口溜：“一取二放三安装，四转低倍五对光，六
上玻片七下降，八升镜筒细观赏，九退整理后
归箱，十全十美我最棒！”

“要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切实了解
学生的需要，才能让学生喜欢上这门课，喜欢
这个老师，才能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幸福的

老师。”这是甘老师的教学观。因此，在她的
课堂上，兼顾和尊重是常态，“这个问题请你
来回答”“谁能帮帮他”这类教学术语是“常用
语”。授新时，她总会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学生
是否掌握，并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大胆提问，
遇到学生质疑时，她总会肯定地表扬“问得
好”，随后再进行耐心细致地讲解。因此，在
她的课堂上，学生总能畅所欲言。“甘老师的
眼神与微笑总会给我莫大的鼓励，即便我答
不出或答错，我也不会觉得难堪。”学生语嫣
笑着说。

立身行道 深藏若虚

“她当了很多年的‘民间主任’，因为她确
实是一个让身边人感到舒适的人。”多年的老
同事熊英老师如此“介绍”。原来，知源的办
公室是15人一间的大办公室，为了加强办公
室建设，每个办公室都会推选一位贤惠的办
公室主任。可无论到哪个办公室，她都是同
事心中“主任”的不二人选。

在同事眼中，热心、细致、热爱生活，是她
特有的标签。她没事时总会拾掇一些花花草
草，给办公室增添一抹亮色；闲暇之余，会煎

上一壶热腾腾的姜盐茶与同事一同分享；听
说谁没吃早餐，便会开始煮鸡蛋、水果茶；团
建时，她又能化身“甘大厨”，默默为大家做出
一顿大餐。在同事易思露的心中，“她煎的
茶、做的饭、插的花总会让人有一种家的感
觉，会有一种让人莫名心安的归属感。”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她的一言一行，已在不经意
间，为她圈粉无数。

茹古涵今 无有端涯

立足于多年的教学所得，她呕心沥血，费
时两年，终于完成了《初中生物自编复习教
材》。这本立足教材、高屋建瓴的复习资料一
经问世就受到了同事、学生的热烈欢迎，极大
地提高了生物科的复习效率。从手写稿到电
子稿，期间她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不得
而知。因为个中苦楚，她从未言及，每每问
起，也只是莞尔一笑。

“厚积薄发”一词用在她身上真是再合适
不过。学生蒋奕嘉说：“与其说甘老师是名
师，不如说她是我们当中一个眼界宽、见识
广、且好学的同学。”今年，甘立茹所在的知源
学校开启了激情晨读。就在学生热血沸腾地

开启晨读模式时，作为跟班老师的她也拿出
自己的积累本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翻开她
的积累本，古诗词、教学教研心得、与生物有
关的时政热点，她悉数摘录。“好的东西，总是
不能被辜负的，因为人要学的还有很多。”原
来，她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摘抄的习惯，每每
遇到令她怦然心动的文字，便会先‘抄’为敬。
说到此次“金鹗奖”捧杯，甘老师说得最多的
一个词便是“感谢”。“感谢知源给了我这个
平台，激发了我的斗志，成就了我的价值。
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能干成
什么……”说到动情处，她的双眼略显湿润。

成为教师，是一份初心；成为名师，是一
份坚持。22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
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自己理想的模
样。一路走来，甘立茹都不疾不徐，用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引领着一批又一批学生走向
更远的前方，与自己、与同事共鸣互长。

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刘 米 杨 琴

南湖新区畔湖湾小学

在省在省““阳光艺术体阳光艺术体
操节操节””摘冠摘冠

本报讯（李映荷）近日，湖南省“阳
光艺术体操节”在长沙隆重举行。本
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学生体育协会
主办，各市体育局，各大、中、小学均派
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参加此次比赛的队伍都是各市
区的优秀队伍，使得比赛精彩纷呈、
高潮迭起。来自畔湖湾小学健美操
队的彭雅妮、汤紫伊等人在领队李
俊老师的带领下，体现出优秀的团
队协作精神，最终获得普通小学组
花球啦啦操的冠军。他们青春的舞
步、明媚的笑脸、饱满的精神、飒爽
的身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用自己的热情与汗水释放着
青春的活力，绽放着青春的风采，也
充分展示出畔湖湾小学的艺术素质
教育的优良成果。

岳阳楼区洛王小学

市青少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年科技模型
竞赛获佳绩竞赛获佳绩

本报讯（陈 浩）近日，市科技馆
官网对市第 20 届青少年科技模型竞
赛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岳阳楼区洛
王小学 3 名学生参加本届竞赛获得
佳绩。

比赛中，学生们在科技高级教师
罗英雄老师的指导下，按照平常训练
模式，迅速调试好四轴飞行器，动作
娴熟。经过精彩激烈的比赛，四年级
罗子懿和郑鸿轩等两名同学以优异
的成绩荣获市级一等奖，李鹏辉同学
获市级二等奖。

本次比赛，充分展示了洛王小学
素质教育的成果，激发了小学生科技
创新的兴趣，促进学生对航空飞行器
的了解，增加孩子们科技实践的机
会，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创造和成长
的快乐。

岳阳经开区王家河小学

举行英语举行英语素养月活动素养月活动
本报讯（李 毅 卿莉萍）井底之

蛙、守株待兔、狐假虎威……这些经
典成语故事，被一群打扮得惟妙惟肖
的 孩 子 用 英 语 表 现 出 来 是 什 么 样
呢？近日，在岳阳经开区王家河小学
举行的经开区第二届“双师课堂”主
题绘本阅读教学研讨活动暨王家河
小学英语素养月闭幕式上，孩子们就
给全市各县区教师呈现了一场“中西
合璧”的演出，赢得了各位前来听课
的老师阵阵掌声。此外，活动还进行
了两堂美国小学老师与中教在线同
步课堂和专家讲座。

王家河小学为岳阳经开区英语实
验学校，多年来自创了一系列有特色
的英语活动。2018 年下半年，该校引
进了有先进理念的“双线英语”课堂，
在结合学校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让学
生在愉快轻松中学习英语，并得到了
家长、社会的一致好评。

平江县南江镇中心小学

教授教授小学讲小学讲《《论语论语》》
灯火照亮前行路灯火照亮前行路

本报讯（钟愧傲）6月5日，同济大
学教授万燕在平江县南江镇中心小学,
倾情给师生开讲《论语》，让“灯火计
划”点亮乡村教育前行路。

由“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
牵手鲁迅文化基金会开展的“灯火计
划”，邀请万燕教授给五年级的孩子主
讲《论语》诵读课。据了解，“灯火计
划”是鲁迅文化基金会经过数年时间
探索和考察酝酿而出的大型文化公益
行动，由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中国华
侨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他们紧扣文
化和公益的主题，并向该校捐赠了《论
语新注新译》等200多册图书，通过短
期文化培训，用“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
灯火”照亮前行之路，激励人们去开启
新的人生梦想。

“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 ，我 们 都 是 追 梦
人”。习主席的新年贺

词，充满温情又饱含中国力量的铿锵话语，点
燃了广大青年的激情，吹响了奋进新时代、共
筑中国梦的号角。

王尔德有言：“吾辈皆身处沟渠之中，然其
必有仰望星空者也”。翻开历史的书角，每一
眼都触目惊心，每一页都令人不忍卒读。那时
的中国被资本主义强国践踏侵略，神州大地哀
鸿遍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正当此
时，有一群血气方刚的五四青年志士带着解放
梦、复兴梦的使命担起了时代责任。

历史之约是追梦路的力量之源。历史深
刻昭示我们，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一代代热血青
年上下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为民
族独立，为人民解放挺身而出。打开一百年的
新青年，感受到耿烈英魂壮丽的画卷。那大刀

进行曲中，奋勇杀敌的青年；那化作漫山遍野
鲜红杜鹃的青年；那镌刻在人民纪念碑上的青
年，一个名字，一尊丰碑，一串名字，一代伟
岸。1921 年出席党的一大 13 位代表，平均年
龄只有28岁，最小的还不满20岁。无数的年
轻的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而前赴后继，为历
史书写了壮丽的诗篇。

青年担当是追梦路的大围之盾。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是我们的，更
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
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实践
深刻启示我们，青年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
就能激发最强劲的奋斗力量，绽放最美的青
春光茫。今天在各个领域中，青年人的奋斗
身影是最亮的风景，耶鲁村官秦玥飞将理想
的种子播撒乡野；“不是善梦者才杰出，是杰
出者善梦”，立心天地厚的钟扬如是说，他将
希望留在了高山砾石间。中间女排将中国精
神飘扬在奥运会的中国国旗上。一代代青年

是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将青春梦融入中国
梦的生动实践中。

自强不息是追梦路的兴国之魂。华为
5G砥砺奋进震撼世界高科研，令人叹为观止
的港珠澳大桥，“上九天揽月”的“嫦娥号”，“下
五洋捉鳖”的核潜艇无不展现着中国以及人民
的奋斗成果。孙中山曾说：“奋斗是自有人类
以来从不停歇的”。四十年惊涛骇浪，九万里
风鹏正举。中国的强大是大国工匠的千锤百
凿，中国的富裕是袁隆平院士研发的万亩盐碱
地海水稻，中国各领域的自信正发出“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中国口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追梦
路上，中国青年永不止步。达于青春之大道，
创建青春之国家，中华民族的复兴，吾辈就是
千千万。

市五中（宏志中学）高中学生 李佳婧
指导老师 李新秀

追 梦 在 路 上

本报讯（周承立 黄芳萍）6月4日下午，
艳阳高照，共青团湖南省委调研组调研人
员徐芳、刘萍在共青团岳阳市委副书记、少
工委副主任綦小广、学少部部长张樱的陪
同下，来到岳阳市第二中学，就“德育教育
格局中少先队组织的独特功能如何体现”
等开展一系列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首先听取学校党总支书
记、校长张玲关于学校就共青团少工工作
如何抓落实以及改进情况所做的汇报，而
后参观学校国学文化墙，接着他们观看了
606班“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班会
活动，当走进594班，该班正在开展“纪念五
四运动100周年”中队活动，调研组随后还
参观了学校美术园地、志愿者团队活动宣
传栏，审阅了少先队资料汇编。

共青团省市调研领导，认为岳阳市二
中，在中学课堂上，开展的活动丰富多彩，非
常不容易，对学校团委、少先队资料汇编得
完整、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调
研组领导强调，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一些工作，比如少先队活动，应该面向每一
位学生，要提高参与度，在机构设置，还有少
先队的建队离队的工作上，要更加规范。

侨联环城学校开设消防VR体验课

开开启安全教育新模式启安全教育新模式
本报讯（刘绍文）近日，由华容县应急管理局消防

大队、章华镇政府、侨联环城学校联合举办的中小学
生消防知识讲座暨消防VR体验课在华容县创客基地
开课。

这堂体验课分为讲座、操作、VR 体验三个环节。
首先，消防大队大队长刘让军给同学们介绍了这次活
动的意义，希望同学们增强安全意识，了解基础消防知
识，学会使用基本的消防工具，增强在极端条件下的自
救能力。接下来进入操作环节，消防讲解员先向同学
们介绍了泡沫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安排同学们模拟
现场演练。在VR体验环节，同学们真实体验在火灾发
生后应该怎样做，怎样进行逃生、灭火、救援等。

这次活动增强了同学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增长了
消防安全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生活体验
活动。

团省委在市二中开展调研活动

立身行道 茹古涵今
——访市“金鹗奖”金奖得主、湘阴县知源学校教师甘立茹

 












 市二中 团省委来校开展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