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孙涛

“我是北小小学生，快乐学习懂礼仪；诚实
守信会感恩，文明用语记在心……”每天放学，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小学的学生们列队出校，
或整齐吟诵《北正街小学文明礼仪歌谣》，或诵
读经典。 在校园里，“上下楼梯右侧行”“说话走
路要轻轻”等文明提示语随处可见，浓浓的氛
围熏陶感染着每个学生。 一个个良好习惯、一
个个文明举止，让文明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

家校联手育文明
在北正街小学，文明习惯与礼仪教育是学

校教育工作“重中之重”。该校以“文明校园、快
乐北小”为目标，推行“乐礼教育”，开展“行为
习惯周”“21天好习惯训练营”等活动，将每学
期开学第一周定为学生文明习惯养成周，并创
编《北正街小学文明礼仪歌谣》、文明礼仪操与

“欧啦啦”礼仪手势，让学生牵手文明、与礼同
行。

见到老师礼貌问好，见到纸屑垃圾随手捡
起，见到同学有困难主动帮忙……在北正街小
学，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有一次，237班学生谭
笑的妈妈到学校与老师交流，上楼梯时，她和
谭笑并排走。这时，谭笑立即制止妈妈：“妈妈，
上下楼梯右侧行。 我们应该走在右侧，左侧是
下楼的同学走的。 ”

在学校践行文明，回家也不能松懈。 北正
街小学创新教育手段， 与家长联手开展教育。
学校分年龄、对象，设计“学生家庭习惯作业”，
内容包括起床、作业、劳动、锻炼、语言、阅读
等，家长每天评定学生在家的行为习惯。

师德引领新风尚
教师是文明校园的引领者。北正街小学始

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首位， 开展
“道德讲堂”“师德讲堂”“感动校园十件事评
选”等活动，树立新风尚，引领文明校园建设。

北正街小学即将退休的陈海兰老师脊椎
骨裂，行动不便，心里却惦记着她的孩子们。她
不顾医生和家人反对，坚持上班。 学校领导心

疼她，要她坐着上课。 她却说：“为人师表，其身
正，不令而行。 ”

体育教师罗俊明，13年来义务献血186次，
献血总量超过3.7万毫升，相当于5个成年人的
血液总量。 他去桑植县澧源镇第一小学支教，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积极探讨适合山区训练
的方法，成为孩子们喜欢的“萝卜老师”，为支
教学校赢得很多荣誉。 他还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走访慰问贫困学生、留守老人，用行动传递
着爱心与文明。

良好的师德师风，成为北正街小学培养文
明有礼、有爱友善学生的道德航标。 在老师们
感染下，学生先进事迹不断涌现：多才多艺、助
人为乐的谭笑，被评为武陵区“最美少年”；曾
就读于北正街小学的常德市“美德少年”姚子
娴，小学六年级时代表常德参加第七次全国少
代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获评全国文明校园，这只是一个起点。我
们要通过全体师生共同努力， 为文明武陵、文
明常德建设贡献力量。 ”北正街小学校长褚丽
华说。

湖南又有三名干部被查
两名系党外干部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斌）记
者今天从三湘风纪网获悉，张家界市农委
（市扶贫办）主任、致公党市委主委郑文举
和华容县政协副主席蔡宜生涉嫌严重违
法，接受监察调查；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
罪侦查支队支队长王立旺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郑
文举、蔡宜生两人系党外干部。

郑文举，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
湖南省澧县人， 大专文化，1987年7月参
加工作，2000年3月加入致公党。 历任永
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致公党张家界市委
副主委，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致公党张
家界市委主委，市农委（市扶贫办）主任、
致公党张家界市委主委。

蔡宜生，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
湖南省华容县人， 大学文化，1982年8月
参加工作，无党派。 历任华容县建环委委
员，华容县政府办副主任，华容县政协副
主席。

王立旺，男，汉族，1963年11月出生，
湖南省沅江市人， 大学文化， 1984年7
月参加工作， 198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历任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副局长，
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政委， 益阳市第
二看守所副所长， 益阳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副支队长、 刑事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益阳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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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名片】
� � � � 王钰杰，长沙人，1995年出生。上海音
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大四学生。梦想成为歌
剧演员。非专业出身的她依靠自己的刻苦
努力 , 获得德籍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青
睐，收为徒弟。

【故事】
� � � �交响乐团在后，几百名观众在前，23
岁的王钰杰头一次登上湖南交响乐团
2018元宵交响音乐会这样的大型专业舞
台。她猛灌了几口水，定定神，疾步走上
台， 不料高跟鞋踩到了黑色礼服长裙的
裙角。她赶紧整理好礼服，开始演唱意大
利歌剧《唐璜》选段。

她的表演有些青涩，但是极其认真。“我
学的是音乐教育，今年大四，歌剧演唱和意
大利语都是自学的。”王钰杰告诉记者。

王钰杰5岁开始学钢琴，高中考入长
沙市第十一中学艺术班。“班里的氛围很
好，我找到了自我，决定走声乐之路。”

这时，王钰杰学会了上网，第一次接
触到了歌剧。“根本听不懂， 也没有字幕。
但它制作精良，演员的歌唱十分好听。”王
钰杰说，她痴痴地听了好久。多彩音乐世
界的大门打开了，从此，她一有空就上网
搜索各种类型的音乐听。

她拼命练习，一心想考入上海音乐学
院的声乐歌剧系。但命运弄人。艺术考试
前夕，父亲因病逝世，王钰杰和妈妈强忍
悲痛，到上海赴考。专业考试时间重叠，心
绪恍惚中， 王钰杰没能及时调整安排，错
过了声乐歌剧系的考试。双重打击让她嚎
啕大哭。

所幸，良好的音乐基础让她考入了上
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不服输的她便利
用课余时间，千方百计地学习歌剧。

声乐歌剧系的课堂门外，常常有一个
纤瘦的身影， 那就是王钰杰。“门上贴着
‘禁止旁听’，我就这里‘偷’听一会儿，那
里‘偷’听一会儿。”王钰杰说，在琴房练声
找不到感觉了，就又去听一会儿。“一开始

我觉得谁都唱得好，后来发现还是有区别
的。”

小时候学钢琴，妈妈总把老师和王钰
杰弹的曲子录下来， 让她反复对比学习。
王钰杰继承了妈妈的认真劲，把自己每次
考试和练习的内容录下来，与原声反复对
比找差距，记录下当时的状态和出现的错
误。她的电脑里面全部都是录音。

每天，王钰杰都会在琴房练习到晚上
10点多， 每次都差点赶不上回宿舍的最
后一班校车。她总是想：“好不容易找到感
觉了，要再加把劲，多录一点。”在回宿舍
的公交车上，王钰杰就会听当天的录音。

有时候，练得不顺利，沮丧与年少失
去父亲的不安一起袭来，王钰杰唱着唱着
就哭了。哭一会儿，她就会告诉自己，哭不
能解决问题，别人都在练习，伤心过了就
赶紧干正事。

长沙妹子敢想敢干。去年，王钰杰开
始学习德语，并毛遂自荐，顺利成为德籍
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的学生。

下一步，王钰杰的目标是去德国读研，
学习正统的歌剧唱法。她犹豫了很久，最后
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去，要学就要学
好。 歌剧的流派很多， 老师的要求非常严
厉。我是个恋家的人，但朱老师以亲身经历
让我知道，年轻的时候不奋斗，会后悔。”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余蓉 龚柏威 通讯员
黄乙珊）今天，第39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
南县第一中学拉开帷幕。 本次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等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专家
黄伯云为大赛发来贺电，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和参
赛师生及观摩代表共8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为我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活动的品牌活动，始终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重点、以素质拓展为要求，积极引导青少年

学生开拓思维，不断鼓励青少年参与实践，有力
促进了我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蓬勃发展。本届大
赛共收到全省14个市州推荐的937项作品， 经资
格审查和初评，共有244项作品进入终评展示。大
赛终评遴选出的部分优秀作品，将代表湖南省参
加今年的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本届大赛还设有格科微科技创新成果专项
奖，拟从参赛作品中评选20个优秀学生创新项目
和10个优秀教师创新项目进行表彰。

王钰杰：
我要唱歌剧

� � � �王钰杰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昊）今天上午，省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 省卫生和计生委与湘潭市爱卫
会、湘潭市卫生和计生委在湘潭市雨湖区
共同组织了以“关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
为主题的湖南省第30个爱国卫生月现场
宣传活动暨群众文艺展演活动。

据了解，4月以来， 全省各地通过开展
现场集中宣传、微信公众号爱卫知识竞答、
春季灭鼠、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农村改
厕培训动员等多形式、多内容的活动，掀起

了一股爱国卫生工作热潮。 省爱卫会号召
全省各地要以爱卫月为契机， 大力开展宣
传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和有关知识，
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共建和谐宜居的
生态环境。 活动现场，湘潭市卫生计生委等
爱卫会成员单位等30余家单位在现场通过
展板展示、悬挂标语条幅、发放宣传资料、
免费发放除四害药物等形式向群众宣传
“厕所革命”、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镇及健
康村镇建设，8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为
居民进行义诊及健康咨询服务。

关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
我省举行第30个爱国卫生月现场宣传活动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彭团 谢文彬）今天，湖南省2018年
度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在
邵阳县举行。 今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
支持我省建设63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全部分
布于邵阳、怀化、自治州等市州的贫困地区。

用水果发电、组装机器人、遥控无
人机……在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乡村少年
宫，孩子们不但能学到各种特长
项目，还能学剪纸、竹刻、蓝印花
布等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手
工艺。 240多位参与推进会的代
表，一起感受了邵阳县乡村学校
少年宫带给孩子的快乐。

据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全省通过中央、省
级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乡
村学校少年宫， 其中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基金支持项目854所，

省级支持项目1000所。 今年是湖南建设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第8年， 全省国贫县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覆盖面超过80%，这些乡
村学校少年宫组织开展了涵盖德育、文
艺、体育、科普、心理辅导等多个门类的活
动，学生参与率普遍在80%以上，成为帮
助农村未成年人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阵
地。

全省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1800余所

文明校园巡礼

牵手文明 与礼同行
———记全国文明校园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小学

快乐科技
梦想起航

4月26日， 长沙市开福
区四方坪小学举办“快乐科
技·梦想起航”科技节暨家校
开放日活动，舞蹈机器人、格
斗机器人各展所能， 废旧物
品制作的手工艺品、 小发明
争相亮相， 省科技馆工作人
员带来的科技知识展示与互
动让孩子们和家长大开眼
界。 图为机器人展示。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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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军山）今天，长沙市教育局召开2019年长沙市民
办初中招生政策通气会。会上传出消息，该市民办
初中招生改革总体思路明确，从2019年起实行“微
机派位+自主招生”新政策。

2016年到2018年，长沙市大力实施阳光招生，推
行“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政策，受到群众广泛欢
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民办学校存在的提前招生、
违规考试、无序竞争、超计划招生等现象，广受多方质
疑。民办初中招生能否进一步规范？很多人很关注。长
沙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调研。

据悉，新的民办初中招生思路是:微机派位+
自主招生。根据这一思路，2019年，长沙市民办初
中招生政策将出现较大调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
校同步招生，民办学校将采取“微机派位+自主招

生”相结合的方式招生。
“方案在细节上、操作上还将做一些完善，但

总体思路和改革决心不会变， 相信在此政策下，
提前招生、违规考试、无序竞争、超计划招生等现
象将得到有效遏制。”会上，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
鸿鸣表示，“政策有要求，群众有呼声，减负有需
要，我们会拿出规范公办学校招生一样甚至更大
的决心和毅力，来规范民办学校招生！”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说：“维护教育
形象，构建公平教育环境，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公
办学校、民办学校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

通气会上，各民办学校校长对改革方案表示
支持。校长们纷纷表示说，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
为，既是规范更是促进。民办学校将以优质办学
质量和鲜明办学特色赢得家长、学生认可。

第39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

长沙民办初中招生改革思路明确

明年起实行“微机派位+自主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