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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万花筒世界，每一个角度都有新鲜事物。一不留意夏

我也尝试着观察长沙的冬景，四季常青树掉几片叶子

天就过去了，秋一闪而过，没有丰收的景象，没有秋高气爽

意思意思，落叶树来不及在秋天脱掉夏天时的行头，一下

的天气，更没有气温的逐步变化，冬就骤然而至了，说它悄

子在冬天换了新造型。有意思的初冬景色要数落叶最为好

然而至是不很适当的，因为它是如此呼啸着来临。我清楚

看，落叶有数银杏最为好看。前些天有很多班级专程去岳

的记得自己裹着薄薄的校服走过迎风坡，每一寸皮肤都被

麓山或其他大学看银杏落叶，我默默翻着朋友圈，不由想

冷风“照顾到”了。瑟瑟发抖着回到寝室，直接钻到被窝里，

到小时候家门前也有一棵银杏树，到了深秋它就开始落

指尖颤抖着拨通了妈妈的号码，开口第一句就带了哭腔。

叶，一直到冬天我还在沉沦于它的叶落之美。小时候冬天

我常常觉得，长沙冬天的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就

下雨也不撑伞，一座小镇就那么大，从小穿梭其间倒把小

像一个烦人的市场推销员，围在你身边不休的聒噪着，没

镇越走越小，反正回家了能洗个热水澡，每每淋成落汤鸡

有办法把它推开，于是我学会了把自己裹起来。像每个独

走到家门口，我还要拾起几片银杏，想要把冷得秃掉的银

一提到冬，不由得想到从前课文中写到的济南，它持

自在外生活的孩子一样，慢慢学会照顾自己，把从妈妈那

杏珍藏在记忆里，到了冬天它不能避到一个让温暖安心的

着理所当然的姿态保持自己的态度。而极其类似地，长沙

里得来的常识和同学们交流得来的经验认真记牢。渐渐

地方，只有独自秃头了。

也有类似的态度——
—阴晴不定。

的，我也能在冬天顶着寒风若无其事地行走了，任它在我

一提到长沙的冬啊，我就不由想到刚来长沙的那一
年。离开家的时候还是酷暑时节，我来到新环境如同走进

耳边呼啸，然后辗转到别人身旁，叫不要温度只要风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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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人，助力乡村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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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妙算，勇折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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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青春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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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入冬了，一阵寒风袭来，我已经见惯不怪，放下笔，
裹了裹自己的袄子，提醒室友要加衣了。

人瞧瞧它的厉害。

学校党委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通讯员 胡颖）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地神
盖娅的儿子安秦在和敌人赫拉克勒斯格斗
时，只要脚不离大地，便可源源不断地从母
亲那里汲取力量，击败任何强大敌手。但不
幸的是，这个奥秘被对手发现，安秦被诱骗
到空

人士、离退休干部的意见；按照“四必谈”原则开展谈

12 月 6 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在学校行政楼一

心谈话，做到问题谈开、思想谈深、意见谈好，消除隔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

阂、形成共识，谈出整改的办法和措施；坚持问题导

主生活会。省委主题教育第八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

向，党委书记主持起草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认真

驰、组员蒋瑛、彭辉到会指导。校长童小娇及校党政

审阅班子成员撰写的发言提纲，为高质量开好民主

办、
纪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校党委书记

生活会打好基础。
会上，彭小奇首先代表学校党委班子汇报了主

彭小奇主持会议。

那些青春赞歌
●教育科学学院 莫子轩
席慕容这样说过——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的青春逐渐发生

己 ，认 为 自

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青春”是一个

—她不再是家里的小公主，她也要
了改变——

己都是对

很简单的词语，但是人们赋予了她无限的憧

脱掉皮鞋，去到田地里和外婆一起忙活农务

的，认为自

憬和期待，她也承载了不同人们不一样的梦

……母亲说感觉自己的青春就是不断的在田

己就是别人

想和泪水！

地间忙活，
看不到尽头。放学回家，书包一丢，

生活的核心

在外公外婆那一个年代，新中国刚刚成

拿着锄头扁担就去找外婆，想让外婆很苦的

……本应该

立，他们的青春在摸爬滚打中往前走着：外婆

日子得到一点点的慰藉！但是快乐从来没有

忙碌的年纪

—我那个时候苦啊，吃着公
跟我这样说过——

—每每拿到奖学金，母
缺席过母亲的青春——

我们却活的

社里的饭，干着男人该干的活，想读书也没有

亲就觉得自己现在所承担的一切都不算什么

无比安逸无

钱给我去学。外婆我啊，没有扎过辫子，没有

了；和朋友穿梭在他们的秘密基地时快乐也

比 闲 散 ，那

穿过裙子，嫁给你外公的时候两坨红都没有

会回来找她，给她最温暖的怀抱……青春給

这样的青春

往脸上弄，那个时候太穷了，我就穿着黄军

母亲留下了无限多的欢笑，给她留下了不愿

怎么可能发

鞋、粗布裤过了大半辈子咯。在我看来十分不

记起的回忆，但是幸好，她的青春善待了她！

出 光 来 ，但

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在了外

慢慢的，青春来找我了——
—和外婆母亲

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青春还在进行中，我

婆那 一代人的身上。青春 給外婆留下了痕

比起来我的青春好像好太多太多，没有农务

们还可以改变，我们一样可以把属于我们的

迹——
—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被担子压弯的

的烦恼，没有家庭的残缺。在我的青春里更多

青春谱写成一首优美的歌！

脊背，一到冬天就伤痛的膝盖。这一切都在讲

的是学习、追星、手机……但很奇怪的是我们

有人说，青春仿佛是朵素洁的昙花，来不

述着这一代人的青春注定是普通但又不平凡

如此安逸的青春，却比他们的青春多了更多

及铺张、来不及遐思，甚至来不及弥补欠缺和

的！

的烦恼和不开心。我想了很久原因，但没有一

瑕庛，就那么匆匆地谢了。青春的定义时间很

时间滑过，这一次青春她来到了母亲的

个可以完全说服我，但是慢慢的我明白

短，但是我们可以把她拉长，而怎么拉长，怎

怀里。而属于母亲的这一份青春是在经历了

了——
—我们少了追求，少了目标，也少了作为

么写出优美音乐就在于那个在青春里的人

无数磕磕跘跘之后才开出的花朵：外公的早

一个青春人该有的朝气和活跃，我们一心和

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不辜负自己的青春，
都

早离世给原本幸福的一家带来了致命一击，

手机过日子，永远和屏幕对话，我们只考虑自

让自己的青春变成一个赞歌！

彭小奇首先汇报了学校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

题教育的主要收获，并从思想政治、担当作为、工作

况。为了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
学校党委精心进行了

作风、党风廉政等方面进行对照检查，深查细找存在

会前准备，认真制定方案，明确会议主题，确定会议

问题，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剖析，提出努力

时间、参会人员、程序步骤和工作要求等；认真组织

方向和改进措施：一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班子建

会前学习，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设的首位；二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很充分很扎实，认真贯彻了中央、省委主题教育专题

命”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秋季学

实践；三要牢记为民宗旨从严从实加强作风建设；四

民主生活会要求。同时，
他也指出了本次民主生活会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要以党规党纪为标尺全面从严治党。

的不足和整改的方向，部署了下一阶段主题教育工
作。

式上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

随后，彭小奇带头作对照检查，党委其他成员刘

要指示批示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志敏、刘鸿翔、李克勤、刘宇、曹兴、李昱、江正云、任

彭小奇代表学校党委感谢省委巡回指导组对学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晓晴、彭晓辉、赵小群围绕民主生活会主题，逐一作

校主题教育工作的指导和肯定，并对巡回指导组的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

对照检查，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坦

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表示钦佩。他表示，
坚决贯彻落

报》等重要文献；开展了中心组学习，党委书记彭小

诚地指出问题和不足，做到直截了当、内容具体、抓

实领导的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全体党委班

奇传达了中央对向力力问题处理的有关文件精神，

住要害、态度诚恳、查摆严格、统一认识、明确改进方

子成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党政班子及成员联系实际对向力力案件进行了深刻

向。

指导，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反思；通过召开座谈会、设置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

李驰对我校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了充

表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党外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本次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

我”的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推
动学校的建设发展再上新台阶。

校领导赴多地检查顶岗实习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强 陈晓

阳新邵县检查顶岗实习工作。

娇）近日，校领导刘志敏、刘宇、江
正云等先后奔赴我省部分边远山

蓉学校、新化县芙蓉学校、铁牛小

区，
检查我校公费定向师范生的顶

学、
白塔小学、
思源学校、新邵县芙

岗实习工作。

蓉学校、邵阳广益学校，先后与县

11 月 28 日至 30 日，校党委
副书记刘志敏、
副校长刘宇以及组

我心 中的旅行
●教育科学学院 徐晶

检查组一行走访了溆浦县芙

教育局负责人、实习学校负责人、
教师、实习学生进行了座谈，查阅

织部、
教学评估与教师教学发展中

了实习生教案、听课记录本、班主

心、
教务处、
美术与设计学院、数学

任工作手册、实习月志、实习简报

与计算学院等单位负责人赴郴州

等材料，详细了解了实习生的学

汝城县、永州新田县、道县检查顶

习、
生活、
工作等情况。实习生们畅

岗实习工作。

所欲言，汇报了实习收获和体会。

检查组一行走访了汝城县第

各实习学校校长高度肯定了我校

一完全小学、新田县芙蓉学校、道

实习生的优秀表现，
认为一师的实

县绍基学校，先后与县教育局负责

习学生整体素质高，工作积极主

人、实习学校负责人及教师、实习

动，踏实肯干，具有较强的学习能

学生进行了座谈，实地查阅了实习

力与适应能力。各县教育局领导对

学生的教案、听课本等材料，充分

湖南一师多年来坚持为基础教育

了解实习学生的生活工作现状，
并

事业培养、
输送大批优秀人才表示

对实习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

衷心的感谢，
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

建议。实习学校领导对我校学生顶

配合学校抓好学生在当地的实习

岗实习期间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

工作。同时也反馈了他们对人才的

肯定，
认为一师实习学生专业知识

需求情况，对我校人才培养、课程

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后，业余生活也日

界上有人的地方基本上就会遍布游客的足

扎实、
工作态度端正、
能吃苦耐劳。

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也提出了很

渐丰富，如今最风靡世界休闲方式的就要属

迹。各地风情风景各不同，不过各有特色。冰

关于旅游的意义，网上有一篇文章《一万

同时，
各县教育局和实习学校也反

多很好的建议。江正云对顶岗实习

旅行了。来一场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确让

雪寒冷的南北极、热情奔放的南美洲、文化气

次旅行也救不了平庸的你》，从标题可以看出

馈了他们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对我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寄望实习生

人心动，可旅行中也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小学

息十足的欧洲、神秘古老的亚洲、生物丰富的

一些作者想讽刺的东西。有人说读万卷书不

校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标准要高、
尽责要力、效果要好”
，

问，今天我就来谈谈自己心中的最佳旅行。

澳洲等等。我个人则十分喜欢北欧，闲适慵懒

如行万里路，难道行万里路就一定会比读书

等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时时刻刻要有
“一师意识”
，铭记自

首先我谈到的是游客的素质问题。现在

的气息十分吸引人，相信那里的森林极光一

更有益了吗？旅游其实并不是脱离平庸的保

在新田县，
刘宇代表我校与新

己是
“一师人”
。同时，针对实习学

出游的人越来越多，出省出国再常见不过，虽

定很美。再有一些比较想去看看的地方就是

障。它是可供不同人选择的修行或者娱乐方

田县芙蓉学校签订了《师范生实践

生提出的问题与困惑进行了现场

说自己是消费者，但毕竟只是游客，出门在外

新疆的异域风光、海南的热阳海岛什么的。

式之一，对我来说，强求旅游的意义是最没意

基地建设协议》，
并授予该校“湖南

指导，为实习生改进教学方法、提

思的了。不过在其中能收获到的东西也许就

第一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牌

高教学水平上了一堂生动的指导

匾。

课。

代表的是自己人的形象，许多不文明行为不

最近听得多的新闻有些是关于穷游的，

推荐。

仅会给他人带来不便，更甚者可能会破坏到

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旅游这一行为本身带

是眼界更开阔，见得到许多不同的人和物，让

旅游环境，例如什么金字塔刻字，长城偷砖

来的意义大过旅游中的物质享受而自己又没

旅途变得更有趣。

等。还有各个地区不同的风俗带来不同的礼

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支付旅游经费的话，那么

正云和教务处、教育与科学学院、

各县芙蓉学校签订了《师范生实践

仪习惯，这些都需要做足功课，当一个负责的

只能选择穷游了。只是只身一人穷游在外毕

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在朝九晚五的工作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单位负责

基地建设协议》，
并授予“湖南第一

游客。在旅行中尽量不扰人，文明旅行。

竟势单力薄，安全问题很难保障，要穷游，要

之余及生活锈蚀身心后。

人赴怀化溆浦县、娄底新化县、
邵

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牌匾。

接下来要讲讲我心中旅游的好地方。世

12 月 3 日至 5 日，副校长江

综上所述，我心中的旅行，是放松心情，

么保得住自己要么担得了风险，我个人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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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期间，
江正云代表我校与

商学

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典礼

简 讯
本报讯 （记者 吴婷婷 林泽

本报讯 （记者 何静）12 月 1

有） 为了让同学们对杜甫有更深

日下午，
为加强学生们的凝聚力，

刻的了解，11 月 26 日，文学与新

促进班级成员的团体意识，加强

闻传播学院邀请青年“长江学

学生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培养

者”
、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吕双伟

学生的综合技能，我校数学与计

教授为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算科学学院于润之广场开展了第

作了题为“诗史与诗圣：
杜甫的文

二届
“艺动青春”快闪舞大赛。各

学成就与人生追求”的学术报告。

班级的舞蹈形式丰富，创造性强，
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蓬勃朝气
与竞技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