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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超越梦想

科教新报

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层出

不穷，近年来以兼收并蓄和浓缩精华满足人们

学习需要而备受青睐的各类文摘报纸也就应

运而生了。作为收集新闻媒体领域信息资料的

《传媒动态》（湖南日报图书室承办，内部周刊，

供省委宣传部领导和湖南日报报社领导及部

门参阅，与兄弟省报也有交流）就是其中的一

朵小花。它的职能是为他们提供业内最具时效

性的信息和数据资料。自 2002年创刊以来，共

出版了 399多期，汇集文字约 460多万字。 将

全国各报业集团深化改革，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不断创新等精髓信

息总揽怀中，为办好党报提供了一份有参考价

值的资料。

一、传播改革的先声。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

音。报纸的改革是先声中的先锋，因此充分反映

全国各地报纸改革情况是第一要务。 几年来涉

及报业改革的信息期期都有反映。 改革的佼佼

者《南方日报》《解放日报》《辽宁日报》《新华日

报》《浙江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广州日

报》《文汇报》《成都商报》 等常常成为编者跟踪

的目标。 2007年第 33期，几乎全是改革资讯，

其中有《中国将会出现文化资源的大调整和大

整合时期》《中央有关部门将进行文化传播类单

位整体改制上市试点工作》的综合信息。

二、跟踪正确舆论导向。牢牢把握大方向，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报纸赖以生存的根本，

是上上下下报人最关切的问题。这始终是我们

视线中的注意点。 其一是突出宣传提示。 期刊

中常常是头条位置介绍中央和省委以及中央

各大报纸针对当前重大决策发出的宣传工作

报道提示。其二是推荐抢夺第一时间应对突发

事件的范例。2005年第 42期，我们推介了柏建

平写的《报纸如何掌握新闻“第一时间”》的文

章。 2008年 5月第 17期，以《汶川地震中互联

网传播点滴》， 对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各路记

者开赴灾区情况作了扫描，对全世界 113个国

家和地区的 298家电视台转播情况作了介绍，

把一个快速反映最成功的范例呈现在报人面

前。其三，坚守有理有节原则。对特殊时期特殊

事例的报道注意提示遵守纪律， 把握分寸。

2006年第 21期还特别提示：《地方党委换届工

作宣传要严守纪律》《谨防法制报道成为“教

唆”犯罪的“教材”》《任何出版物不得以反思改

革为名散布错误言论》。2008年第 25期根据中

央新闻宣传口径刊载了“奥运报道需了解和注

意的问题”。2005年第 42期，转载以《报刊内容

六大问题不可小视》为题的文章指出：“少数报

刊有导向错误”，“以低俗内容迎合读者”，“虚

假报道时有发生”，“有偿新闻禁而难止”，“舆

论监督变了味”，“报刊文化含量走低”。

三、推介创新思维和新鲜经验。 今天我们

的国家正处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创新时

期，新思维，新时尚，新视野，新事物，新动向，

新经验层出不穷。 搜集介绍报业各方面（包括

采、编、印、发、人、财、物、广告及综合管理）的情

况和经验，让报纸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分享其中

的成果是我们重要工作之一。 2007年第 22期

介绍了《广州日报》“办报理念创新”，2005年

第 25期介绍了《河南日报》推出“一报两版”新

点子， 使报纸内容更为贴近城乡各自的实际，

很受各方欢迎。2006年第 45期以《浙报集团趟

出新路子》为题，介绍该集团兼并收购 9家县

市报，让上下共享信息资源，改变以前发行主

体， 有效地提高了办报水平和竞争力，2005年

第 41期推介了善抓热点， 并得到中央宣传部

和湖南省委褒奖也得到中央各新闻单位赞许

的《长沙晚报》在 2005年 9月 7日至 9日连续

发表了《文明创建参与为荣》《百姓受益是最大

欣慰》《不甘人后再创辉煌》等社会反响强烈的

三篇评论。

四、辑录一些专题材料。 党的十七大召开

前夕辑录了一个专题材料，会前全面介绍从党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十六次代表大会的翔实

资料，会后，又以解读十七大报告为主线，全面

介绍了十七大报告的新特点，领导班子的新面

孔， 关注民生的新意向以及团结务实的新会

风，作了专题介绍。2009年在全党从南到北，从

东到西热议解放思想的议题，是我们收集介绍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河

北省委书记张云川、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安

徽省委书记王金山、 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海

南省委书记卫留成、重庆市长王鸿举、广州市

委书记朱小丹等人有关解放思想的精华部分

作了摘编。 对《湖北日报》《重庆日报》《广西日

报》《吉林日报》《海南日报》《青海日报》《云南日

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作了述评。 这期《传媒

动态》到了省委领导赞，即指示将这期《传媒动

态》即发给省委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成员参阅。

五、以短小精悍的“一句话新闻”“信息广

场”“传媒集锦”“名词解释”“关键词”，刊载一些

新短信息和小知识，使人阅后有所收益。

集小资料而成大智慧

———浅谈《传媒动态》是交流信息的好平台

湖南日报 符小意

作为语文教师从教多年，一直以来的教学

对象均是年龄层次不大、尚无什么生活阅历可

言的初、高中学生。在作文教学与辅导中，我感

受最深切的是同学们对作文内容和写作角度

的把握。

记得刚刚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教学生作

文时，感动的时候少，失望的机会多。 在我的印

象里，学生最害怕的作业，就是作文。 一堂课总

是咬着笔头，摇头叹息，东张西望，拿着一本作

文书，前翻后看，活活一副受罪的样子。 好不容

易收齐学生的作文，批阅起来就轮到我受罪了：

大多数的作文都是编造出来的，尽是一些子乌

虚有的东西，找不到活生生的痕迹，更难发现感

情真挚、文采优美的篇章。为了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在课文教学里，我要求学生试着去体会朱

自清散文《背影》中慈父的挚爱，鲁迅小说《故

乡》中闰土的纯朴，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孔乙己

在咸丰酒店的艰难与羞涩、善良与迂腐，祥林嫂

在鲁镇的冷遇与凄惨、悲哀和不幸。从这些体会

中感受文章中的生活气息，由此引导他们在自

己的生活中发掘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总想让学

生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

让学生的笔逐步从空洞的虚构回到实在的生

活事件中来，慢慢地同学们的作文有了实在的

生活感，继而又进步到有了生活的美感。

回想我自己成长的经过， 我能够成为一个

较受学生欢迎的语文教师，一是源于我的生活经

历，特别是我年迈的母亲，是她培养了我对语文

的爱好与兴趣。我的母亲是 60年代初的中学生，

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缘故，只好中

断学业，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农村，下嫁给了我那

半文盲的父亲。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有唱不

完的儿歌，说不完的故事，诵不完的诗。 那时候，

夏日的夜晚，母亲带着我坐在队里的晒谷坪上纳

凉，她一边用那芭蕉叶扇为我扇风驱蚊，一边给

我讲“牛郎织女”、“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

幼小的心灵里，便同情牛郎织女的不幸，嗤笑东

郭先生的迂腐。 待我上学以后，我便特别地爱好

语文，也特爱看书，这样我的积累也就比奇特同

学相对多起来，学语文、写作文的进步也很明显。

另外一方面是源于我自己的老师。 小学、中学读

书期间，我先后遇到的几位语文老师都很善于施

教，是他们的谆谆教诲和关爱激发了我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潜能，使我的语文和写作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高。尤其是那位解放前毕业于第一师范的韦

老师， 在我的作文里划上了许许多多的波浪线，

还画上了一些小圆圈，旁边用红笔写了一些赞扬

的语句，诸如“真切感人”、“描写准确”、“有文采”

等，她还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朗读，每月一

期的“作文选优”，我总有几篇张贴在墙上。 可惜

这位我很崇拜和尊敬的老师， 在“文化大革命”

中，不堪批斗，而过早地去世了。 直到今天，我还

深深地怀念着她。

早几年，我曾写了一篇散文，《我爱校园梧

桐美》，那是缘于一个学生对我的启发：我们的

校园里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树，春天，枝头的树

叶，泛着美丽的绿色。 夏日的阳光里闪耀着光

辉。 天凉好过秋时，美丽的绿叶日渐枯荒，脱离

枝条飘落到地上。 有个女生，在厚厚的落叶中，

寻呀，找呀，好久好久，她拿着一片树叶问我：

这么多落叶，怎不见一片完美的？ 我告诉她，完

美的东西永远在心里。 她若有所悟地走了，而

后，她曾写信给我谈及此事，感慨到：完美不是

生活，生活里并没有真正的完美。

2010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一个常见的单字

“早”，很有开放性，只要求写一篇 800字记叙

文或议论文，没有在审题上为难学生。 像我们

这个年龄的成年人，很容易想起儿时所受的教

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容易勾起自己对儿

时求学艰辛的回忆：早春时节，天刚蒙蒙亮，小

草刚刚发出泛绿的嫩芽，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新

鲜空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争先奔向那旮旯

的低矮校舍，到了那里，小伙伴们有好几个正

在那里嬉戏，追逐，真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

早行人。 ”

诸如“早”的意象此类的素材与写作思维，

我们心中不缺，学生的心中也有，但未必人人

笔下都有。 作为老师，在教学中不是要培养学

生写出什么华美的句子、篇章，而是要教会学

生对生活多角度的感悟，对当代社会精神的关

注，对周围事物用心的体会，只有这样，辅以文

学知识的积累，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出闪

光点，才能以朴实的笔写出感人的文章。 作文，

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及表达。

心灵的感受及表达

———中 学 生 作 文 教 学 有 感

长沙市第二十六中学 梁志军

帮助学生

提高历史记忆力

邵东县两市镇三中 张季秋

初中历史课每周两节，平时还被普遍视为副科。而

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却纷繁庞杂，史实浩如烟海。 时间、

地点、人物、事件、概念，纵横交错，学生往往感到难记。

怎样才能帮助学生提高历史记忆力呢？ 几十年的历史

教学告诉我：当从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出发，引导学

生运用科学有趣的记忆方法来增强记忆效果。

一、梳辫子记忆法

梳辫子也就是将所学内容进行归类清理和整合。每教

完一单元或者一册的历史内容， 教师就给学生归类复习。

如在讲中国古代文化史内容时，可按数学、农学、地理学、书

法、绘画、雕刻、科技著作等线索归类；也可以按人物，事件

等名目归纳。 通过归类，对学生巩固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也不至于将繁多的知识点混淆和模棱两可了。

二、对比记忆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所谓对比，就是对性质相同或相似

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找出异同。 例如，通过设计表格将秦

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进行比较，认识他们为了自己的

统治而采用的一系列措施。又如，将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

前期的治国措施（用人、发展经济、盛世局面）对比，可以看

出他们都勤于政事，知人善任，重视发展生产，所以会造就

唐朝的强盛局面出现和使唐朝成为历代王朝的典范。

三、趣味记忆法

只有将知识趣味化，学生才会印象较深刻，可根据不

同年级的学生，教学时联系教材内容，采用讲述历史故

事，引用诗、词、对联，编造谜语或用谐音等方法，使

学生有一种新奇的感觉，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可提

高记忆效果。 例如讲隋朝大运河北到涿郡，南至余

杭，中间为洛阳时告诉学生可用谐音“北捉（涿郡）

南鱼（余杭）阳）中心（即北边的人捉南边塘里的鱼掉落在

中心）”，还可以将大运河的内容概括为 1、2、3、4、5(一个中

心、两个起止点，三大作用、四个河段，五大水系)。这样的方

法教学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终生难忘并感受对历史学

习的乐趣。 让学生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飞跃。

四、歌诀记忆法

历史年代、历史朝代、政权名称或某一朝代的封

建帝皇等，用一般方法学生也难记住。 有的则可编制

成歌诀的形式，如记战国七雄各国的方位可编为：

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

记忆“戊戌变法”中的“戊戌”二字，我会告诉学生

记忆：“横 xu点 shu戊中空，十字交错读作 rong。 ”这

样学生就不会把形似字写错念错了。

五、联想记忆法

联想记忆法，就是利用识记对象与客观现实的联

系、已知与未知的联系、材料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来记忆的方法。 如学习世界史的“明治维新”，就可以

联想到中国同期的“戊戌变法”，并通过比较二者之间

的异同，受到很大启发。

在讲述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尺带珠

丹的通婚，使得唐与吐蕃的关系日益密切时，可以教

会学生联想到“昭君出塞”。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为

汉匈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六、规律记忆法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性。 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能为

预示未来发展的方向提供借鉴，能帮助学生形成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例如，无论上中国史还是世

界史的内容，首先都要求学生重视其目录，明确课本内

容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离不开从

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七、绘图记忆法

史地一家。 学习三国鼎立和战国七雄，都要绘

出简要的方位图。 只要这样，才会对有关历史知识

了如指掌。

总之，帮助学生记忆的方法还有很多，教学时应灵活

运用，不能千篇一律。适合学生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学

生喜欢的方法并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