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80后”女教师刘晓燕，最近获得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奖”，她的
诀窍是，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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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胡庆永

12月26日， 从首都北京传来喜讯：在
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推选
活动上，来自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的

“80后”女老师刘晓燕，以7年的“幼小衔
接”教育探索和研究实践，在1200余个创
新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全国教育改
革创新“先锋教师奖”的桂冠，成为摘得此
项桂冠的湖南“第一人”。国家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张力在主旨报告中，特意表扬了刘
晓燕实践的“幼小衔接”案例。

工作刚一年，就当上园长
2009年，刚毕业的她，在自己的老

师、全国著名诗教老师苏静的推荐下，作
了一个让亲人和朋友都诧异的决定：成
为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的一名幼
师。 而她此前从未涉及过幼教。

“一个医院好在哪里，能够治好所有
的病；一个学校好在哪里，能够教好所有
的学生。 世界上的诺贝尔获奖者们，都是
幼教给他们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晓燕告
诉记者，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董事长谢庆
老师的教育理念，让自己打消了疑虑。

刘晓燕很快进入角色。 一年后，在经
历了各种岗位的磨练后，她不仅掌握了丰
富的幼教经验，还被破格提拔为园长。

工作中，刘晓燕认识到，幼儿园和小学
的生活学习模式差别很大，在幼儿园阶段培
养“一年级”意识非常重要。在幼儿园即将毕
业之前的半年，单独再开设一个班作为“幼
小衔接”试点班，让孩子们提前全方位接触
小学的教育和生活模式显得十分突出。

为更好地实践这个理念， 刘晓燕半
年前选择离开园长岗位，亲自担任“幼小
衔接”试点班的班主任老师，并把一批孩
子从幼儿园带到了小学一年级。

在“试点班”的日常教学中，刘晓燕实

践了很多国学经典游戏和比赛， 例如经典
大擂台、诗词接龙、诗词联想、班级诗词对
抗赛、诗词朗诵大赛、古诗大拍卖等。

让孩子们会玩也会学
她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学习的兴

趣，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玩中发现、思
考、探索与收获。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明
节，除了扫墓、缅怀先烈和祖先之外，她带
着孩子们专题学习清明节小朋友“玩”的专
题，体验画蛋、斗草，孩子们嬉笑欢闹；重阳
节， 她带着孩子们学习重阳节的诗词，登
高，画重阳节的画，为重阳节作诗……

刘晓燕的课堂妙趣横生， 孩子们经
常要求“不下课”，6岁多的罗梓睿在小学
开学两个月后回家感慨：“妈妈， 我在小
学学了很多本领， 我觉得我真的长大
了！ ”学生陈孝庭在开学一个月后，爸爸
问他：“你最喜欢小学的哪一门课？ ”陈孝

庭脱口而出：“我每一门课都很喜欢！ ”
在口语表达方面，孩子们不仅可以做

主持人，还能口述作文，个个是小小朗诵
家。 今年9月，在《中国教育报》和诺贝尔摇
篮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战胜国青少年的
吼声”大型爱国活动中，一年级的孩子们
站上田汉大剧院的舞台主持这场大型节
目，受到各界高度评价。 10月底，刘晓燕带
着孩子们还走进长沙广播电视台进行现
场朗诵，受到听众们的热捧……

在刘晓燕的带领下，孩子们更是爱上
了“作诗”，不少孩子还出了自己的“新书”。
6岁的李嘉在幼儿园毕业后创作了自己的
第一本书《我爱诺贝尔摇篮幼稚园》；6岁
的邹霖颖在2015年国庆假期后创作了一
本国庆节游记《幸福的红色之旅》；6岁的
罗梓睿创作了一本成长故事书《初生牛
犊》；不满6岁的颜琛创作了一本科幻小说
《火轮战士历险记》；6岁的陈瀚翔创作了
上小学之后的日记集《幸福成长记》。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
者 陈薇） 在北京举办金石书
画展览是湘籍著名艺术家李
立生前的愿望， 如今终于实
现。 12月27日，“九十回眸———
李立金石书画展”在位于北京
东城区的龙潭书院开幕，3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由民盟中央文
化委员会、中国书协、中央文
史研究馆书画院以及湖南省
政协文史委员会、民盟湖南省
委等主办。 展览为期4天，分别
为金石、书法、绘画三个部分，
共展示李立的部分作品近90
余幅。

李立生前是长沙理工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名誉院
长。 他自幼爱好艺术，早年曾
通过亲属介绍与齐白石老先
生建立联系，后登门拜访当面
求教。 李立是齐派艺术传人中
较有成就的弟子，其金石书画
作品，曾先后在香港、台湾、日
本、泰国、法国展出。 李立十分
热心公益事业，他在希望工程
尚未开始前三年，就个人捐资
兴建了两所农村小学并配建
了教工宿舍和图书馆，配备了
图书和电脑设备。 为此，团中
央、全国少工委授予其“星星
火炬”一级奖章。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
者 陈薇）今天，由省文联举办
的第二期全省戏剧、 电影、电
视剧编剧研修班在长沙开班。
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出席并讲
话。共有来自全省的40余位编
剧作者报名参加研修。

值得一提的是，43人的研
修班，80后的青年编剧只有10
余人，50后、60后编剧占绝大
多数。 目前，青年编剧数量不

多，能出精品的青年编剧更是
少之又少。

据了解， 本期研修班为
期5天， 谭仲池、 盛和煜、 范
正明、 潘一尘等名家将为学
员们开展专题讲座， 并对学
员报送的剧本逐一进行点评、
指导并给出修改建议。 谭仲
池希望学员珍惜这次学习机
会， 通过学习锻造出更多的
精品力作。

“拥抱众筹”
关爱山里娃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陈新）“爱
心传递，我要抱抱”。 12月26日下午，长
沙黄兴步行街流淌着浓浓的爱意，由
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与湘商商品交
易中心、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联合发起
的“拥抱众筹”关爱山区孤儿及留守儿
童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湘商
商品交易中心为湘西自治州古丈县社
会福利院捐赠一台价值30万元的爱心
巴士，并为每一个拥抱捐赠五元钱。

“一张照片，就为留守儿童筹集了
5块钱，原来公益这么简单。 ”活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参与。 据了解，本次湘商商
品交易中心与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
发起的“我要抱抱”为主题的关爱山区
孤儿、留守儿童公益项目活动，通过志
愿者发动市民进行拥抱并合影， 湘商
商品交易中心就为每一个拥抱捐赠5
元钱，用于“拥抱众筹”关爱山区孤儿
及留守儿童公益项目。

玩得“有名堂”，学得很开心
编剧班开课 名家来指点

李立金石书画展在京开幕

12月26日，“旗
袍的风采” 公益讲
座现场， 中国旗袍
协会湖南联合总会
会长梁双（右一）为
听众讲解穿衣搭配
技巧。 当天，省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 “喜
迎2016新年系列大
型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乔伊蕾

摄影报道

旗
袍
展
风
采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陶
芳芳 ）“混凝土长臂架泵车的

‘胳膊’为什么这么长”、“世界
泵王是哪一台” ……今天，湖
南日报小记者“探秘工业之
旅”启动仪式暨长沙工业旅游
第二批示范单位授牌活动在
长沙举行。 100名小记者深入
长沙县三一重工工业城，进行
了一次有趣的“工业探秘”。

进入三一工厂设备展示
区，车载泵、混凝土长臂架泵
车、挖掘机、拖泵等大型工业
设备引起孩子们阵阵惊叹。 在
长臂架泵车前，不少孩子对它

的“长胳膊”感到好奇。“通过
它的钢铁巨臂，可源源不断将
混凝土输送到建筑高层……”
孩子们边听讲解员介绍，边仔
细记录。“以前没见过，不知道
高房子是怎么建的，今天亲眼
看到这些设备， 感到非常神
奇。 ”一个孩子说，这是一场很
特别的旅行，游工厂就像游乐
园，还学到不少知识。

此次活动由长沙市经信委、
长沙市旅游局、湖南日报社长沙
分社等主办。据介绍，启动式后，
将进行为期一年的“湖南日报小
记者看长沙工业风采”活动。

像游乐园一样游工厂
湖南日报小记者工业探秘之旅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