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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我们学校有个特别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每个学期她的课最难抢，常常是‘秒光’。”这
是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李信龙对
思想政治理论课副教授李菡的评价。

“上李老师的课我们要想抢到第一排的
座位，要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大一学生杨
璐琳告诉记者。

“李菡老师的课不仅内容丰富，教学手段
也很潮，为了满足很多同学都想听课的要求，
我们好几次安排她在直播课堂上课， 让全年
级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同上一堂课。”该院院长
王雄伟说。

让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变成深受学
生追捧的“网红”课，这是李菡从教16年坚持
付出换回的结果。2017年她获评全国思政课
教学能手。

“讲课从不看课本，又喜欢引经据典”

3月22日下午，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上，李菡讲
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
化妆品专业1815班、1816班的一节公共基础
课，座无虚席。李菡手持一部手机，凭借“云课
堂”互联网教学手段和学生们不时互动，历史
典故张口就来。一小时的课程，学习探究氛围
浓厚。

讲到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

之争时， 李菡列举了三个选择项让学生分组
讨论，并请学生依次上台论述自己的观点。随
后，她用中国历史上“洋务运动”和“辛亥革
命”的失败，来论证“主义救国”的重要性，再
由中国当时面对的时代难题， 来讲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解答。生动活泼的故事、娓娓道
来的历史，让学生们深入思考，并体会到了马
克思主义的神奇魅力。

李信龙说，李菡讲课内容丰富，设计衔接
自然，“李老师讲课从不看课本， 又喜欢引经
据典，每堂课都会推荐课外读物，我觉得我上
了李老师的课以后， 说话写文章的水平都提
高了。”

“在上李老师的课之前，我的生活只有上
课、吃饭、睡觉。现在我开始关注国家、社会，
意识到国家的发展与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
激发了我奋斗的精神。”学生周施源这样说。

李菡的思政课也很好玩。 在一堂主题为
“以文化自信串起传统文化珍珠” 的思政课
上，李菡邀请了语文课老师邓滢一同主讲，两
位老师以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方式，从古文
《诗经》中的传统道德之美，再以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为案例，激起学生“有朋自远方来”的
民族自豪感，并自信于儒家“和合”思想对世
界的深远影响力，学生们还即兴表演起书法、
湖南花鼓戏。

“李菡的课不仅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
也好。我们经常组织她上示范课，现在全校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都有一个明显的
提升。”学院副院长隆平说。

学生毕业了还发信息来讨论问题

2003年李菡刚到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当
老师时， 思政理论课并没有现在这么受欢迎。为
了保证学生出勤率，她也得采取“点名”的方式。

“但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思政课就理所当
然地被贴上‘点名课’的标签呢？”李菡说，她开
始下功夫琢磨，如果能跟社会热点产生关联，是
不是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呢？

于是， 李菡经常上网查询热点事件及权威分
析，再整理打印出来发放到学生手中，并在课堂上
穿插引用， 这样接地气的讲课方式很快吸引了学
生们的注意。渐渐的，李菡的课不需要点名也无人
缺席，甚至还有不少学生慕名而来“蹭”她的课。

“常常一堂课上完后，还有不少学生围着我
继续讨论，为了便于交流，我经常把QQ号公布
给学生， 不知不觉间， 好友已经有1000多个
了。”李菡说，还有不少早就毕业的学生，也经常
跟她讨论问题。

最让李菡记忆深刻的， 是一位只教过一学
期的女学生，突然有一天给她发来QQ信息：“老
师，我不想活了。”李菡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问她
怎么了，原来是她得了癌症，治疗进程缓慢，一
下子有了轻生的念头。

李菡一边安抚鼓励她， 一边联系她的班主
任和同学去看望她。在李菡的支持下，她重燃斗
志战胜了病魔， 重返校园。“老师当时说的最多
的就是， 你会好起来的， 我一定要在学校看见
你，再给你上课。这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回忆往
事,她感激不已。

“点名课”成了“网红课”
———记湖南化工职院思政课老师李菡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周洁) 湖南城市学院作为一所二本高校，
其在校学生与一本高校学生同场竞争， 在
全省大学生写作比赛上连奏凯歌，先后获得
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并在“全
球孔子杯作文比赛”中，创造了夺得一等奖3
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0项的优异成绩。

记者了解到， 该校由袁志成教授领衔
的课题组，在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和反复论
证的基础上， 在全省高校中率先提出并积
极稳妥地推进了以“双百课程”为核心的实
训课程教学改革。“双百课程”，即有机结合
主修与选修课程， 着力开展“百篇经典背
诵”和“百篇作文训练”。前者主要包括中国

古代和当代文学经典等内容， 要求学生在
第一、二、三学期，分别背诵25篇、40篇、35
篇经典。后者要求学生，在第一学期分别完
成记叙文、诗歌、散文、读书笔记共30篇，
第二学期完成议论文、散文、诗歌、消息和
通讯、读书笔记共40篇，第三学期完成消
息和通讯、读书笔记、小说、书评共30篇。
老师则全程进行启发式教学辅导和因材
施教。通过“双百课程”实训教改，学生们不
仅大大加深了对文学经典和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能够真正入脑入心，潜移默化为
良好品行；而且有效提升了分析问题、打开
思路和动手干事的能力， 一个个成了抢手
人才，毕业生就业率大幅上升。

“双百课程”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翠娥

3月19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妇科病房里， 来了3位年轻的妈妈。她
们带着宝宝和家人，将21面锦旗，送到该科
陈红护士长的办公室。

锦旗上分别写着“分娩守护神”“救命之恩
如母亲 仁心仁术为母婴”等感人肺腑的话语。
记者数了一下，一共有33位妈妈的落款。

“陈老师是我们心中的女神。我们是代
表30多位妈妈，来给陈老师送锦旗，感谢
她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来自长沙市岳麓
区的可可说，她们都来自于“陈红母乳育儿
交流微信群”，不管是孕期上过陈红自然分
娩和母乳喂养课的妈妈， 还是产后遇到问
题、得到过陈红帮助的妈妈，最终都实现了
母乳喂养， 并且妈妈们在育儿路上互相交
流，成为了好朋友。

陈红是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母乳喂养专业学组主任委员、 国际认证哺
乳顾问， 在妇产科临床工作已经30多年
了。 多年以来， 她一直致力于推广自然分
娩、母乳喂养，坚持每月开设母乳喂养知识
公开课，并每周开设母乳喂养特需门诊。

业余时间，她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管理着两个母乳喂养微信群，为近千名年轻的

妈妈答疑解惑，传播科学的孕产育知识，帮助
无数母亲实现了温柔分娩和纯母乳喂养，帮助
她们走上了轻松、自信的科学育儿之路。

“我的宝宝现在1岁1个月了，6个月前
都是纯母乳喂养，身体特别好。哺乳成了我
和孩子最享受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 可
可说，她在孕期上过陈红的课程，生产那天
宫口开全进了产房3个小时， 还没有生出
来。家人清晨5点多打电话给陈红，陈红接
到电话后，很快就赶到产房。在助产士和陈
红的陪伴、鼓励下，可可利用自由体位顺利
分娩了一个健康男孩。

“陈老师，我们早就想给您送锦旗了，
今天我们带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妈妈的
心意。”一旁的小曼接过话，并紧紧地拥抱
了陈红。年轻妈妈小曼因乳头凹陷，孩子非
常抗拒不肯吸吮乳房， 在陈红老师手把手
反复耐心指导下，顺利实现母乳喂养。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最安全的天然食
物， 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陈
红说， 她的梦想就是帮助更多的妈妈实现
母乳喂养，让更多的宝宝吃上母乳。

陈红说， 我国0-6月龄婴儿纯母乳喂
养率不容乐观，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20个
百分点。她希望全社会和医务人员一起，为
提高母乳喂养、促进健康社会努力。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通讯员 孙立青
李洪雄 记者 左丹）3月19日，吉首大学与
贵州省铜仁市合作签约座谈会在铜仁市举
行。会上，吉首大学与铜仁市5家单位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干部交流、师生访
学、业务培训、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
办学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吉首大学是武陵山片区唯一一所拥有
本-硕-博三级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的高校，是一所文化底蕴深厚、办学
实力雄厚的高校。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白晋湘表示，湘西、铜仁自古一衣带水，友
好比邻，同属武陵山，共饮武陵水。双方能
够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是一件造福区
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好事。

当天，吉首大学先后与铜仁学院、铜仁
职业技术学院、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贵州健康职业学院、铜仁市人民医院签
订了合作协议书。

吉首大学与贵州铜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年轻妈妈们心中的“女神”

3月25日， 嘉禾县
特殊教育学校， 志愿者
为学生送上学习用品。
当天， 嘉禾团县委联合
爱心培训机构开展“关
爱特教学生·传递爱心
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为
学校捐赠文具、 书包等
学习用品， 并通过互动
游乐、心理辅导、才艺展
示等形式， 让学生们在
活动中增长知识、 享受
快乐，感受友情与温暖。

黄春涛 摄

关爱
特殊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