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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8日讯（李秉钧 颜石敦
李进科）近日，临武县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县被国家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试点县（区），是这次我省唯一入围的试
点县。

近年来，为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
临武县、乡、校均成立了相关领导小组，形
成三级联动的组织网络。并制订工作方案，
每月对各学校足球教学及训练、 校园足球
活动、 足球场地建设等情况进行督查。同
时， 将足球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育教育教
学内容。全县所有学校每班每周安排1节足
球课，高中阶段学校开设足球选修课。按照

“班级、年级、学校、县级”四级，分别组建足
球运动队。组建了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共6
支县级足球运动队，有62所学校组建了学
校男、女足球运动队。

临武县还采取措施， 推动青少年校园
足球竞赛活动常态化。建立“校、片、县”三级
联赛机制， 每年组织开展全县中小学生足
球联赛。 并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足球
赛事。2015年，获郴州市小学女子足球赛冠
军；去年，获郴州市校园足球比赛小学男子
组、小学女子组、初中女子组3个一等奖。有
5人入选郴州市小学女子足球队，2人入选
省校园足球队参加全国少年女子足球赛。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喻诚 裴昌胜）今天上午，湖南农业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启动“三下乡”志愿服务活
动。该学院30余名专家、优秀自考生将利
用暑假时间， 深入到新邵县龙溪铺镇大竹
村、田心村、大湾村等10个贫困村，开展以
“青春助力，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据了解，这是湖南省内首次组织全日
制自考生开展“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焕
良教授介绍，该院自考生“三下乡”是在前
期教育培训调研基础上的深化， 是自考办
学和改革的重要内容、 教育扶贫的重要手

段、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也是学生学习锻
炼成长的重要平台。 活动将紧紧围绕精准
扶贫这个中心，通过扶贫走访，传递科学技
术、文明法治意识，开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训训后跟踪服务和贫困村情况调研， 进而
提出农业发展、扶贫脱贫建议。

据介绍，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近3年来已经承办全省14个市州120多个
县市区的扶贫系统干部、 贫困村经营管理
型、专业技术型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18
期， 培训学员近5000人次。2016年还被推
选为湖南省唯一的“中国教育扶贫协会副
理事长单位”。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
员 李典琼）今晚，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
助项目———湘剧《护国》，在浏阳金阳文化艺
术中心大剧院迎来全国巡演启动式。 按照国
家艺术基金的要求，接下来，《护国》将在全国
举行40场巡回演出，其中包括9月份在国家大
剧院的演出。

由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

《护国》， 以护国战争前夕蔡锷将军与袁世
凯之间的周旋和斗争为主线， 展示了一个
世纪前的时代风云和蔡锷的人格魅力。该
剧是我省首次创作关于蔡锷的湘剧作品，
在音乐上突出湘剧“一唱众和” 的独特风
格， 舞台上充分发挥中国戏曲的简约写意
风格，并吸收电影、音乐剧等表现形式，呈
现多元化的风格。

今年，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对该剧
进一步精心打磨， 期间召开了4次剧本研讨
会，听取专家意见，5次修改剧本，丰富人物形
象和剧情， 邀请湖南交响乐团担任管弦乐部
分的伴奏， 在音乐中融入现代元素， 调整舞
美、灯光等，在剧情、表演、音乐和舞台呈现上
都做了修改加工， 力争打造一部代表湖南水
准的精品力作。

湘剧《护国》启动全国巡演
9月将献演国家大剧院

湖南首次自考生
“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喻诚）今日上午，湖南农业大学与波
兰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在长
沙签订协议，双方商定，在原有联合培养
风景园林双硕士学位的基础上，新增畜牧
和园艺两个联合培养研究生专业领域，以
求扩大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
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力度。湖南农业
大学校长符少辉、波兰弗罗茨瓦夫环境与
生命科学大学校长塔德乌什·奇什卡分别
为两校联合培养的18名毕业研究生颁发

学位证书。
为加强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湖南农

业大学近年来高度重视提高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水平，积极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
与10多个国家的20多所大学及国际机构建
立了合作办学关系。其中与波兰弗罗茨瓦夫
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合作，截至目前，两校
联合培养研究生75人，已经互授硕士学位37
人。这次两校签订协议，拓展联合培养研究
生的专业领域与层次，将有利于拓宽学生的
国际视野，培养更多的国际高端农业人才。

加强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

湖南农大再添两个
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专业

临武跻身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伏炎安

一个小组6个人，6个人高考都超过了645
分，最高分达到了677分。这是湖南师大附中
一个学习合作小组的“闪亮”成绩单。别以为
这是学校精心安排的组合， 他们是从高一就
开始随机组合在一起的。

6月27日，记者走进湖南师大附中，探究
全校推行的班级学习小组制的魔力。

成绩在交流中提高
取得骄人成绩的学习小组在1403班，其

中段彦琛668分、周炼浩677分、刘妍668分、张
堇然645分、匡舒磊652分、钟欣睿658分，均为
理科卷面分。 并且段彦琛获北大博雅计划降
40分，周炼浩获清华领军计划降10分，张堇然
自招进入香港大学省500名之内。

“从高一开始， 我们就实行学习小组制
了。”该班的班主任陈淼君老师介绍，采取随
机组合，每组配备一个导师进行点对点指导，
组内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优势科目， 学习任
务由小组共同完成，互帮互助。

小组中发挥最好的是周炼浩， 取得了理
科677分的好成绩。他告诉记者，早在高考前
几个月里的一次考试， 他的数学还只拿到了
96分， 这让他备受打击。“好在小组其他成员
鼓励我，帮我找出原因，调整学习方法，我又

‘满血复活’了。”
“成立学习小组，就是为了让各位学生互

相学习，分享好的学习经验，这比老师苦口婆
心地教更事半功倍。”陈淼君老师介绍。

能力在探究中增长
在1517班的历史课上，一堂生动的“近代

社会生活变迁”课在精彩上演。与传统形式不
同，主讲的是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准
备资料、课件制作、演示发言，而老师只是在
台下引导。“现在只要一提小组讨论， 劲头不
知有多足；只要一喊小组展示，个个都敢上擂
台。”历史老师黄雅琴介绍。

“这样的主题探究式活动课，每门学科都
已推行，覆盖全校各年级各班了。”湖南师大
附中校长谢永红介绍， 近年来该校把改革课
堂教学作为一大重点， 建立以学习小组为单
位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体系，以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

课堂上， 老师讲的少了， 学生们思考、
讨论的多了。在合作探究中，每个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被激发，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
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更奠定了自己的
科研精神。“成立学习小组后， 每一个学生
都能找到归属感， 得到帮助， 即使成不了
‘学霸’，也能得到进步。”该校副校长陈迪
勋说。

学习小组出“学霸”

滩头年画
长沙开展
6月28日，隆回滩头年画作品

展在长沙太平街荣宝斋举行。本
次活动是滩头年画首次向公众集
中展出，展览汇集了40�余幅近半
个世纪以来滩头年画较具标志性
意义的作品。 滩头木板年画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