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在进行幼儿教育教学活动。丁 灿 摄

在11月3日结束的2019年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岳阳市外国语学校模联社
团的8位参赛学生凭借敏捷才思、博学多识，沉着应对，脱颖而出，首战便获得“最佳团队”
奖，指导老师周泫君和李昱芳荣获“最佳指导教师”称号，学校被授予“北外模拟联合国联
盟”成员校。

我运动，我快乐，我阳光，我成
长。近日，岳阳楼区郭兴小学第八届

“七彩阳光”田径运动会举行。图为班
级方阵入场。

记者 陈 毅 通讯员 邓志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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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第十六个年头了，从咿呀学语、蹒跚
学步走向即将成年，成年是否意味着成熟，我
并不清楚。回首往昔，父母朋友陪我走完过去
这段充满缺憾与成长的岁月，不论现况如何，
前路如何，我都应该去感谢父母朋友，以及那
个不曾言语但教会我许多的你。

最初认识你，是八岁那年的盛夏，我从隔
壁那胡子拉碴摆摊贩卖旧书的大叔那借来一
本《鲁滨逊漂流记》，用以消磨时光。烈日炎
炎，独自一人在家里看着书，看着书里鲁滨逊
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五次出海将自己陷入危
境却从不放弃，与病痛、孤独、岛上的恶劣环境
作斗争，在荒岛上开拓自己的领地饲养羊群，
和仆人“星期五”坚强地生存下去，最后获救重
返家乡。放下书，已是日暮。黄昏渐渐隐于天
际，看着越来越昏暗的房间，脑海仍浮现着书

中情节，内心被鲁滨逊的开拓冒险精神以及坚
韧不拔的意志深深折服。

进入初中后，看着历史书上那一个个鲜活
人物，林则徐那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谭嗣同那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甲午海战中邓世昌那一句
惊天动地的“撞沉吉野”，还有语文书上那一代
代诗词大家留下的隽美诗词，传于后世的文人
风骨与气节，让我对你的理解更为丰富。你承
载着各种不同的精神文化,带着我跨越时空领
略了无数值得学习的精神，构造了我的内心世
界。可惜的是我却只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空
想家，在学习上懒散拖延，眼高手低，每次考试
成绩都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考前悔不当初，
考后悠游自在，没有上进心。到底还没彻底放
弃自己，不过是以前看过的那点书产生的那点

不甘心，使我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劣根”深
扎于心，陋习一时难改，但我仍愿相信“咬定青
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顽强与执着
——总有一天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是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你是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
缘身在最高层”；你是《活着》里福贵面对坎坷
人生的坚强，你也是《复活》里聂赫留多夫面对
糜烂的社会，勇于改变，回归初心，灵魂的觉醒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在
完善中慢慢树立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导向。

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使我在平凡的生活里
感到了些许不平凡。

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17计二班 任钢龙
指导教师 罗锦红

近日，云溪区文桥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开
展防空防灾应急演练活动。当警报响起，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快速而有序地按指定路
线迅速撤离至目的地。学生从教室撤离到安
全区域，只花了1分2秒的时间。

余 军 王馨笛 摄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余军 丁 灿）近
日，云溪区举行学前教育教师职业技能竞赛。本次比
赛由云溪区总工会、云溪区教育体育局主办，云溪区
公办幼儿园承办。

本次竞赛包括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比赛中，教
师们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显示出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弹唱环节，参赛选手们抽到弹唱
曲目后，只有10分钟准备，她们便以清新宛转、流畅
自如的表演给听者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在即兴创编
舞蹈环节，老师们的表演形式新颖且富有创意，充分
展示出教师们扎实的专业功底。本次比赛绘画的主
题是《秋天的气息》，多才多艺的教师们充分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在30分钟内便完成了一幅幅
生动、趣味十足的作品。

云溪区教体局负责人说，此次活动的开展，给每
位参赛教师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提供了
一次相互学习的机会。同时使大家找准各自的优势
和薄弱点，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真正实现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办赛目标，对教师的个人业务
素质发展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今后更好
地教育教学、成为全能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云溪区教体局 举行学前教育教师职业技能竞赛

市十五中

担担使命使命
主动适应新高考主动适应新高考

本报讯（谭新云 何超群）10 月份
以来，市第十五中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在高二年级开
展了调研活动。学校领导及教务处、
年级组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调研形
式主要包括：学生座谈，听评课、教师
座谈、问卷调查等。调研内容涉及师
生精神状况及课堂表现、纪律卫生情
况、选科走班的学生基本分析及走势、
学生课业负担情况等。

调研组成员共听课62节，学生座
谈40人次、查看学生作业110本、教师
座谈15人次。共解决高二年级八大类
问题22个，对学生换科走班请求也进
行了回应。据悉，学校调整了3个行政
班、3个选科班，调整教师8人次，76名
学生选课申请得到了满足，充分落实
了学生的选择权，得到了学生和家长
的欢迎。

调研后学校在高二年级召开了
“不忘初心，落实立德树人，办人民满
意教育”总结会。该校党委书记、校长
宋卓辉强调：教师要不忘“为学生谋幸
福、为民族谋强盛”的教书育人初心，做
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牢记立德
树人的使命，精心打造高效课堂，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岳阳楼区北港中学

开展教师大家访活动开展教师大家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黄

宏）近日，北港中学全面开展“走进家
庭，携手育人”教师大家访活动。

该活动面向每一名学生，以班主
任为主，任课教师全员参与，3-5位教
师为一组进行家访。活动自开展以
来，得到家长的高度关注，纷纷在班级
群开启了“约访”模式。每天放学后近
五个小时，老师们不辞辛劳，行走在学
校辖区内的大街小巷。每到一个学生
家庭，老师们与学生及其家庭“零距
离”沟通，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成长
环境、在家表现及学习状态。教师向
家长介绍学生在校思想、学习情况，同
时征求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一起共同探讨让孩子健康成长、成
人成才的有效方法。

岳阳楼区花板桥学校

专家引领专家引领 教教研先行研先行
本报讯（龙陆军）如何让区域教学研究迈

上新的发展阶段，让课题研究更具实效，让课
堂教学更具创新与魅力，是教研践行者和一
线教师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近日，岳阳楼
区教育科研能力提升培训活动在花板桥学校
演播厅举行。

活动邀请到了常德市心理学会、心理咨
询师协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和湖南省
科学桂花课题评审专家郭铁成教授。郭教
授从教师为什么要从事课题研究、课题成果
总结提炼方法探究、课题研究实例分析等方
面与来自楼区教研室、小课题研究骨干教师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现场为大家解惑
释难。

大会盛况
6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

2019年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由教
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
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大会以提
升青少年全球胜任力为目标，搭建中外青少年
人文交流的广阔舞台。来自全国24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600余名中小学
生参与大会。同时，还有来自韩国、蒙古、澳大
利亚、白俄罗斯、加纳、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外籍
中小学生代表共襄盛举。

本次大会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设置委员会及核心议题如：费城制宪会议、中
东反恐问题、土壤污染治理、世界反毒品运输
合作、濒危语言的保护、运动员权利保护、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gainst Violence,Ex-
ploitation and Abuse等，分小学组、初中组和高
中组，各组均设中文会场和英文会场，并设立中
英文主新闻中心。15个会场、12个议题、3个学
段、600 多名代表，共同组成了此次大会的核
心。国家外交部、教育部、部分国家的驻领事馆
及联合国驻华儿童基金会均有官员参加。

学生风采
首“战”就荣获“最佳团队”奖

长达两天的模联会议中，市外国语学校模
联社的何宛臻、杨雅亦、左睿祺、李茜玥、戴应
来、余俊哲、黄子睿、刘禹涛8名学生在经历一
次次的motion ,opening speech,caucus，根据不
同的议事规则，扮演不同的角色，致力于解决
国内和国际热点问题。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
发言，认真撰写会议文件，他们谈判、磋商、辩
论、游说，他们适时引导会议走向。作为岳外
初中部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因为是第一次参加
世界级的赛事而怯场，在激烈的比拼中，每个
人都化身真正的国家代表，在为全世界解决社
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
持续发展道路而努力。

在这里，有志同道合之士齐聚一堂、共商
国是，有酣畅淋漓的学术激辩，有火花迸溅的
思维碰撞……市外国语学校代表们热情参与

其中，通过模拟国际会议，将人文主义关怀的
目光投向世界各隅；在角色代入的过程中，推
己及人，心怀天下，从而培养领袖风范，铸就博
大胸襟。

经过辛苦付出，学子们硕果累累，收获满
满。第一次征战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
就荣获“最佳团队”奖，周泫君、李昱芳两位指
导老师荣获“最佳指导教师”称号，岳阳市外
国语学校被授予“北外模拟联合国联盟”成员
校。

天道酬勤
从零基础到登上大舞台

荣誉背后是学校师生无私的奉献和艰辛
的努力。市外国语学校组建“模联社”的最初
灵感出自于校长李再斌一次出差所带回来的
信息：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学生正热衷模拟联
合国会议，特别是我们外国语学校的办学宗
旨与模拟联合国的宗旨是一致的。李校长提
议：我们学校能否也开办模联社？

而模拟联合国会议的要求很高，需要学生
对国际时事非常了解，还要会一口流利的英语，
具备演说技能。对于市外国语学校的师生来
说，有些陌生，更有难度，主要是没有专业的指导
老师。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学校国际部
主动牵头，今年上期一开学，就在中一年级组
建了模联社，并从英语组选派骨干教师指导
活动。模联社组建以来，学生参与积极性很
高，远远超乎最初的期望值。模联社为学生
搭建了一个国际视野平台，同学们不再只是
关注身边小圈子里的事。有了“模联社”的活
动，同学们仔细研究自己所代表国家的历史、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等，以充分扮
演好外交官的角色。学生们觉得模拟联合国
大会很有趣，既能引导青年学生更加关注当今
国际政治局势，又能培养领袖气质，发扬合作
精神。同时，参与“模联”，对于教师来说，也是
一种提升，指导老师不再埋头教书，而是给学
生一种理想的指引。尤其是在国际视野方面，
岳阳的学生是缺乏的。

模联社办起来以后，李校长又鼓励学生走
出去，他说：“不管结果如何，走出去就是最大

的成功。”今年 6 月通过积极争取，在获得
“2019年世界青少年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参加
资格后，模联社挑选8名学生，组成参赛代表
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8月25日议题
公布后，指导老师周泫君、李昱芳两名80后的
年轻教师、年轻母亲，更是克服工作、生活中的
重重困难，积极辅导学生，无数次修改立场文
件、筛选查询的背景资料、从不同角度分析不
同议题的突破口、训练学生的英语表达、演讲
等能力，与学生一同进步，一起成长。模联队
员勤学苦练，从零基础到登上大舞台，不断拓

宽国际视野，提升人文素养，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一步步成长为有责任和担当的未来领袖。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这次大赛后，学校
将结合“模联”发展实际，将学习到的“模联”指
导经验融汇到日常模联社团指导工作中去。
同时，以生为本，带动其他的社团向更高层次
迈进，真正做到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课程，满足
学生的发展需求，着眼于学生的未来，着眼于
学生的终身幸福，坚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民族情怀的现代中国人”的办学宗旨。

（周泫君 龚娟玲）

从零基础到登上大舞台
——市外国语学校学子初征世界青少年模联大会获赞誉

书籍，你陪我一路前行

湘阴县教育局

挖掘挖掘先进教师典型先进教师典型
弘扬教育工匠精神弘扬教育工匠精神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杨 琴 王正军）“感人的故事，身边的
先进，强大的力量！”连日来，湘阴县教
育局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在全县教育系统分批次、分区垸
开展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巡回演讲报告
会。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全县各教育单位全覆盖，参会代表
达2000余人。

据悉，为带动全县教育系统涌现
出更多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优秀教
师，湘阴县教育局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挖掘教育系统
先进典型教师，成立以县一职专教师
张念军、湾河中学教师黄佩、三塘中学
教师钟奇辉为成员的巡回演讲报告
团，开展了8场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巡回
演讲。演讲会上，通过讲述国家“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张念军潜心职业教育，
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全国师德标
兵黄佩借助讲台力量抗战癌症，湖南
省优秀乡村教师钟奇辉舍小家为大
家、将青春奉献给三尺讲台的先进事
迹，着力推进主题教育走心走实，激励
广大教师爱岗敬业，弘扬工匠精神。

颁奖现场。

赛场风采。

指导老师和参赛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