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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记者探访教育强县（市）19

1月 6日， 湖南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
张晓春、湖南省教科院基教所副所长曹汉庆
等一行来到耒阳市石准中学，调研“石准现
象”，推广“石准经验”。

石准中学是一所乡村学校。 2016 年 12
月 9 日，新华社记者以《一所“逆袭”的乡村
中学》为题，报道了石准中学吸引城区学生

“逆流”就读的“石准现象”，让该校“火”了起
来。 该文刊载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广
泛的影响，同时引起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向力力、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肖国安等领导
的高度关注。

“石准现象”究竟是什么？ 据了解，石准
中学连续 12 年夺得全市教学质量一等奖；
升入省示范性高中学生人数逐年攀升；学校
生源火爆，吸引了城区和周边乡镇学生慕名
前来就读； 周边老百姓的房子成为“学区
房”，十分抢手。

耒阳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欧阳华耕

介绍， 受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
响，城区人口急剧增加，化解城区大班额是
当前的首要任务。 而要化解城区大班额，一
方面抓城区学校新建扩容，另一方面要想方
设法办好办强农村学校。 近几年来，耒阳市
强力推进合格学校建设、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等工程，在经费、师资、设施设备等方面优先
向农村学校倾斜，不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
件，提高办学质量和成效，涌现出了石准中
学、坪田学校、罗渡中学、雅江学校、大市敖
山小学、新市周星小学等一大批老百姓认可
的农村学校。

“石准现象” 的产生离不开该校良好的
传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主要表现在“四个
字”：“和”“勤”“细”“爱”。“和”即和谐，学校
班子成员之间、行政与老师之间、老师与老
师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学校与周边群众
之间关系都非常和谐，形成了办学发展的好
环境；“勤”即勤奋，学校校长及行政履责尽

职、教师爱岗敬业、学生勤奋刻苦，形成了干
事创业的好氛围；“细”即精细化管理，建立健
全并严格落实制度管理，每项工作做到周全
细致，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好传统；“爱”即爱
心，学校关怀老师，老师关爱学生，特别是建
立了留守儿童和学困生关爱体系，让每位学
生都能找到“家”的感觉。

办好农村教育虽有压力、有困难，但更有
希望、有信心。 耒阳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将教育定为“一号议案”，
未来几年， 耒阳市委、 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
教育投入， 拟在每个片区建一所高标准、 高
规格的农村寄宿制学校， 改善农村办学条
件， 方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 推动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对耒阳市农村
教育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石准中学
工作经验表示赞赏， 表示将搜集整理有关素
材形成调研报告， 在全省推广“石准经验”。

耒阳“石准经验”将获推广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曹晓晖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刀）1 月 5 日，宁乡
县人民政府组织召开学校建设工作会议，专题
部署全县省定贫困村标准化学校建设和 D 级
危房拆除重建工作。

本次会议明确了宁乡 2017 年两大类学校
建设任务， 一是 35 所省定贫困村标准化学校
的建设，计划总投资 11619.61 万元；二是 5 个
D级危房拆除重建项目， 计划总投资 3554 万
元。 共计 40个项目，涉及全县 15个乡镇的 40
所学校。

据了解，2016 年是宁乡县委、县政府确定
的“学校建设年”，宁乡县教育局按照“新建十
所学校，新增万个学位，全力化解大班额，兴办
人民满意教育”的整体思路，全县投入 15.9 亿
元，圆满完成新建、改扩建 11 所重点学校和提
质改造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 43 所、 建设教
师公租房 500 套、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 15 所、
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 5 个、其他学校建设项
目 11 个、建设长沙市标准化学校 60 所，共计
160 个学校建设项目， 全县学校面貌大变样。
宁乡教育改薄经验在 2016 年全省“全面改薄”
工作推进视频会议上推介。

宁乡今年启动
40个学校建设项目

“少放一挂鞭，空气更新鲜。 ”自 2016 年 12 月底以来，永州市零陵城
区各中小学校先后通过“小手拉大手”签名活动、“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育活动，向师生、家长传递文明节俭过绿色春
节的理念，引导公众自觉禁燃。 据统计，零陵中心城区共有 4 万余名中小
学生签名支持“禁燃”共护蓝天白云。 吕笛 摄影报道

零陵 4万学子签名支持“禁燃”

本报讯（记者 彭静）“教育如何回归本源？ ”“家长
应怎样培养孩子核心素养？ ” 围绕广大家长关心的话
题，1 月 7 日， 在长沙北麓教育等机构的组织下，10 多
位教育专家、 学者联手开展回归教育本源高级学术研
讨会，到会的 200 多名家长听后纷纷表示，要用会上学
到的知识和方法， 让孩子快乐地奔跑在科学的教育道
路上。

研讨会以学生背诵 103 位数的圆周率以及展示快
速心算能力开场， 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数学学科核心
素养的探讨。 夏远景名师工作室怀化工作站首席名师
龙庆军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指出， 数学学习不在
于速度，关键在于深度，要一点一点钻进去，着重培养
学生感悟数学对称思想、旋转思想的能力。

会上，湖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高晓清教授结合国外教育模式， 就如何因材施教
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心理学系心理学副教授陈虎强呼吁父母不要包办孩
子的事情，要放手让孩子适当体验挫折的苦涩味道。

长沙市教科院理论教研员刘正华介绍， 长沙市教
育局根据中考、高考改革要求，建立了长沙市中小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管理平台， 通过该平台将全面记录
中小学生的成长档案，为中考、高考提供参考依据。 在
改革大背景下，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专家联手与家长
话回归教育本源

本报讯（通讯员 曹国军）当年轻的思想与
陶瓷雕塑不期而遇，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日
前，益阳市首届大学生陶艺雕塑作品展上，168
件作品讲述了 168个故事。

向俊腾是这场展览的策划人, 毕业于湖南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毕业后经营着一家陶艺工
作室。“想让学弟学妹在步入社会前有一个与社
会接触的渠道”，于是，他策划了这次活动。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有着大学生的独立
思考，他们将视野聚焦生活，原汁原味地反映
生活。最吸引我的是这座人物雕塑。”向俊腾口
中的这座雕塑是一个正在编织竹筐的老人。

“创作这样的作品一方面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
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是对手艺人的一种记录和
尊敬。 ”创作者鲁俊说。

益阳大学生
陶艺雕塑展聚焦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亮）1月 7日， 永顺县
1342名中小学在职教师参加了专业知识考试。

据了解，从 2014 年开始，该县教育部门每
年组织在职中小学教师进行一次专业知识竞
赛，今年已是第三届。为确保考试实效，此次考
试成绩列入对学校的量化考核，同时，将给成
绩优异者颁发获奖证书和物质奖励，并以此作
为教师岗位聘任、职务评聘、评先评优和城区
学校招考教师的重要依据。

永顺教师比拼专业知识

常言道：“教无定法，教学有方。”课堂教学
是一个动态的创造过程， 教学内容的多样性
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教师不能采用一
种绝对固定的方法和形式组织课堂教学，但
在某一种教学理念的指导下， 课堂教学有时
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呈现一种相对固定的
结构形式和程序形式，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课
堂教学模式。 当然，因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
生，学生学习的过程要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这
就决定了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应该也必须遵
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组织教学，近年来，本人通
过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六读六知法”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一、初读课文知大意
在这一步骤中创设情景， 可引起学生

对课文的学习欲望 ， 将学生尽快导入课
文。 在初读课文时， 学生应发现自己尚未
掌握的字词， 借助注释、 工具书求得新知
识， 也可向教师求教。 教师应给予每个学
生足够的阅读时间， 让每个学生能完整地
了解课文的大意，初步感受课文的内容。

二、粗读课文知情感
在学生自主预习、初读课文、了解作者

及写作背景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再粗读或浏览课文，并就课文谈自己的阅读
感受。 内容可以是对字词句的理解，也可以
是对人物的评价，或者是对文章内容和写法
的质疑等，这是学生初读文章的收获，也是
学生思考和认识的起点。这一环节的教学活
动不仅重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而且还注重
了学生的后续学习，引导学生在读书时养成
思考的习惯，做一个有心的读者。

三、品读课文知审美
在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教师

要及时引导学生深入研读和欣赏课文，如
可以引导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最感兴趣或感
受最深的内容 (或字、词、句、段 )进行朗读，
并说明白己喜欢的理由。 也可以引导学生
采取包括分角色朗读在内的多种形式进行
反复地诵读， 这实际上是引导学生对文章
进行欣赏品评的过程。 在这一环节中，学
生的思考可以完善甚至代替老师的结论，
学生精彩的见解和独特的感受应得到老师
和同学的认可， 精彩段落的诵读又可以使
学生更深地融入到作品中， 极大地调动学
生阅读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

四、研读课文知疑难
在深入阅读和分析课文的基础上，教

师还要及时引导学生就课文发现和提出问
题。 学生既可以提出课文理解上的疑难，
也可以就课文内容或写作方面进行大胆质
疑， 甚至提出改写的意见。 学生的质疑可
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确有所疑， 提出初
读课文时的疑难之处， 求得班集体的帮
助； 二是明知故疑， 提出初读课文时自己
感到有价值的问题， 供师生思考； 三是提
出不同见解， 对课文或注释产生疑问，望
能讨论解决。 教师应充分肯定学生的质疑
精神，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与此
同时， 教师应具备即时组织能力， 将学生
的众多问题纳人落实课文教学目标的轨
道，围绕教学目标，以学生的质疑为主，组
织学生有序地研读课文， 有效地解决疑难
问题。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师不要轻
易下结论， 或者简单地予以否定， 可以先
交由学生进行集体讨论， 合作解决， 教师
也可以作为学习的一员， 平等参与讨论。
这一环节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
机会， 在共同的讨论学习中， 又培养了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五、自读课文知品味
在理解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再读课文，

或熟读记诵，或深入赏析，或延伸思考，或
即时迁移……这一步骤可以是学生的继续
“发现”， 也可以是教师高屋建瓴的讲解。
必须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学生比前“四读”
时有更为明显的“获得”。

六、回读课文知收获
这是课堂教学中知识和方法的梳理与

归纳， 也是学生阅读后思想认识的提高与
情感的升华阶段。 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像原
先那样要求学生“你应该学到什么”、“你应
该记住什么”，而要积极引导学生归纳自己
通过阅读学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可以
是情感认识，也可以是知识的积累，还可以
谈在写作上的启示等等。 我们相信，只要给
予学生发言的机会， 学生的发现会远比我
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而这些内容又正是
我们阅读和教学的目标之所在。

“六读六知法”只是课堂教学的大致
思路 ，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根据教学
内容和教学对象的不同灵活处理 。 六个
步骤也允许交叉和渗透 ， 如在“粗读课
文，整体感知”中可以“质疑评价”；在“品
读课文，自主欣赏 ”中也可以谈收获和进
行评价。

读 出 来 的“语 文 味 ”
娄底市涟源市湄江镇中心小学 李曰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