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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名片】
唐良云，男，56岁。 东安县鹿马桥中学高级教

师。 从教35年来，在《中国教师报》《中学语文》等10
多种报刊上发表1600多篇教学论文和通讯， 有多
篇教学论文在全国征文中获奖， 多次被评为省市
县优秀教师、十佳师德标兵。

【故事】
唐良云是东安县鹿马桥中学的语文教师，

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语文课。 因为在他的课堂
上可以听到很多连环画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时候是老师讲，更多的时候
是学生们自己来讲，唐老师在每节语文课的课
前5分钟或者课后5分钟都会安排“连环画故事
会”。 这是他独创的“连环画”教学法。

7月中旬， 唐良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看连环画长大的。《刘胡兰》《黄继光》《井
冈山的炮火》这些连环画，不仅能增强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可以让孩
子们了解革命历史，学习革命精神。 ”

唐良云1984年被招聘为民办教师，35年
来，他扎根山区，默默奉献，不断进行教学改
革，他把连环画引入课堂，探索出了一条语文
教学的创新之路。

35年来，唐良云用这种教学方法，不但锻
炼了孩子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提升了他们的
写作能力。 他将学生的作文整理成册，再择优
发表在班刊《萌芽》上，进而向报刊投稿。 目前
已有600余名学生在全国20余种刊物发表作文
1700余篇， 在国内各级作文比赛中获奖500余

人次。
唐良云妻子胡夏玲说：“老唐对连环画是

真爱，只要发现好的连环画他就去买，也不考
虑一个月有多少钱。 ”唐良云买的连环画有数
千本之多，至今保留下来的仍有700多本。 唐良
云先后12次调换学校，每次搬家，他最放不下
的就是那些连环画。

唐良云独特的语文教法， 深受学生喜爱。
他在教学中常常激发学生的联想，因势利导启
发学生。 有一次，他在教《古代英雄的石像》一
课时，突然有个学生提出：“垫在石像下面的小
石块向石像示威，要把石像扔下去，小石块怎
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而后来石像怎么会自己
突然倒下去呢？ ”

紧接着，学生都纷纷提出问题，真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

有的说：“没人来摧毁，石像怎么会自己倒

下来呢？ ”
还有的说：“石像倒了之后，市民还像以前

那样来向石像鞠躬，这说明石像在人们心中扎
了根，若随意推倒它，那就太无聊了。 ”

也有的说：“如果石像自己倒下，这就是质
量问题，难怪一些公共建筑还没建成，就出现
了裂痕。 ”

面对学生这一连串的提问，唐老师欣慰地
笑了……

眼下虽然已经放假了，但暑期中唐良云的
时间依然安排得满满的。 他除了做些家务之
外，每天还要坚持写作，还在进行《农村中学写
作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农村
初中生名著导读“思维发展与提升”素养的培
养途径与策略》的课题研究，有一个课题已被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纳入“十三五”重点规划
课题。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易禹琳）今
天上午，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TV自制
剧《不可思议的晴朗》与芒果V基金联动，特
殊教育学校青少年现场演唱《我的未来不是
梦》， 宣告由芒果TV主办的2019青春芒果
节正式启幕。近两万芒果会员从全国各地前
来，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据悉，此次青春芒
果节为期一周，除北京、上海、广州和长沙四
城接力点亮“芒果星球”悬浮空间3D秀外，
长沙还将举办“青春芒果城”开馆、芒果音乐
节、青春芒果夜演唱会等三大主题活动。

自去年始，锁定年轻观众的芒果TV每年

为粉丝们举办青春芒果节。今年的青春芒果节
不仅把活动拓展到了北上广，还增加了高科技
元素。开幕式后，IP线下实景潮玩互动乐园“青
春芒果城”正式开馆，利用5G高科技 ，二次创
新芒果经典IP。 多维度还原节目场景，为大家
提供《快乐大本营》《明星大侦探》《密室大逃
脱》等沉浸式IP体验。当晚，由会员自主定歌单
的“芒果音乐节”在湖南广电前坪举行，年轻
人和歌手乐队们来一场户外青春狂欢。 7月27
日，最重头戏的“青春芒果夜”演唱会将邀请李
宇春、何炅、蔡徐坤、彭昱畅、刘宪华、凌潇肃、
selina、张轩睿等各路演艺人员参加。

把连环画搬进语文课堂
———记东安县鹿马桥中学教师唐良云

青春芒果节启幕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
员 周诗浩）今天， 2019Super� Night长沙站暨
长沙首届丝绸之路国际马戏艺术节正式落地
星城，为长沙这座文化之都再添彩。 在未来长
达25天的时间，长沙市民将在步步高梅溪新天
地外广场体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异域风情，
欣赏到马戏、歌舞、小品、舞台剧为一体的综合

性演艺。
据了解， 本次活动由湖南乐通文化传媒、

潇湘晨报联合主办。 马戏艺术节以《丝路之旅》
为主题，汇聚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肯
尼亚等多个国家的精彩节目。 后期还将增加美
食、嘉年华、旗袍秀、抖音达人秀等丰富多彩的
内容。 在今日的启动仪式上，哈萨克斯坦演员

在飞奔的汗血宝马马背上跳跃、穿越、跳绳、站
立。 死亡轮节目表演者在3个直径约2.5米急速
旋转的高空飞轮上腾空跳跃、高空跳绳、前后
翻滚、蒙眼站立、杂耍戏棍，没有使用任何防
护器具，引发观众阵阵尖叫。

现场， 活动主办方宣布在长沙市慈善基
金会启动设立“乐通爱心公益慈善基金”，每
一张售出门票中将有1元钱用于定向捐助给
长沙麓谷街道办辖区内的困难群众及困难
家庭。

长沙首届丝绸之路国际马戏艺术节启幕

� � � � 7月23日，市民在欣
赏美术作品。当天，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迎
接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美
展———湖南省优秀美术
作品展览在湖南省展览
馆举行，共展出230余件
美术作品。 本次展览以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和精神面
貌为创作主题， 着重发
掘湖南深厚的红色历史
资源， 艺术描绘湖南厚
重的文化底蕴和湖南人
民的美好期待。

陈薇 刘凌力
摄影报道

全国美展湖南展区开展

� � � � 6月21日，
唐良云在课堂
讲解连环画。

严洁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王德和 易禹
琳）21日， 湖南贝尔安亲云教育有限公司
遍布全国16个省市160余个城市的校长代
表齐聚长沙市，举行由交通银行和碧桂园
支持的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
赛“贝尔安亲”全国校区启动仪式。 200余
位老师在该公司总经理赵静芳女士的领
读下， 齐声朗读7月19日湖南日报刊发的
报道《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开放55年来共
接待观众上亿人次》。

总部位于长沙的湖南贝尔安亲云教育
有限公司在全国160余个城市拥有900多家

高端精品校区，服务6万余名在校小学生。 当
日，全国校区同时启动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目的是传播湖南好声音，让老师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让孩子们从小培养读党报、学党报
的良好习惯， 使师生们的学习与生活与伟大
时代同频共振，与伟大祖国一路同行。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卢媛媛老师告诉
记者，新疆27所校区、216位老师都将参与这
次活动。赵静芳表示，公司将持续开展湖南日
报朗读者活动，所有老师都将报名参赛，以后
每周专门设立党报朗读课， 以此培养孩子们
浓厚的书香之气和家国情怀。

“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走进“贝尔安亲”全国校区

� � �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余蓉）接触
生物竞赛不到一年， 入选湖南省代表队；高
一时，获得全国生物学竞赛决赛第一名并保
送清华大学；进入高二，以选拔考试总分第
一名的成绩光荣入选生物奥赛国家代表队。
7月21日，16岁高二少年彭凌峰在第30届国
际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IBO)上夺得理
论、实验、总成绩三项世界第一，为湖南师大
附中赢得国际奥赛第32枚金牌。

7月23日， 记者在湖南师大附中见到
了载誉而归的彭凌峰。 尽管这次竞赛有些
难题始料未及，但凭着沉着的处理和扎实
的功底，彭凌峰带领其他三位同学经历了
两天的拼搏后，最终夺得了团体总分世界
第一的好成绩。

“悟性很好”“学习主动”“计划性强”，

这是主教练朱昌明对彭凌峰能取得如此
骄人成绩的总结。 朱昌明介绍，彭凌峰刚
接触生物竞赛两个月，超强的学习能力就
显露出来， 他在短短8个月掌握了12本大
学教材知识， 并成功入选湖南省代表队，
成为8个队员中唯一一个高一学生。

勤奋是彭凌峰的另一个成功秘诀。 为
了做好实验，彭凌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
实验室“加班”，就连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一
他也在学校度过；他每天都会花一定的时
间找资料、看时事，了解生物学科前沿动
态。 与此同时，他在其他科目上的学习也
从未懈怠。

彭凌峰告诉记者，他已经选择了去清
华大学生科院学堂班，继续沿着自己热爱
的生物学研究走下去。

16岁少年勇夺国际生物奥赛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