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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00 人共话教育科研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罗小鸥 汪婷

湖南教师从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变
本报讯（记者 刘芬）教育科研如何服务
教育决策？ 教育科研论文应该怎样写？ 课题
申报、开题、结题应注意什么？ 为提高湖南
教育课题研究质量， 提升教师科研水平，7
月 8 日至 9 日，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培训
会在长沙市召开，全省各县市区教研部门、
课题主持人及基层学校代表近 1000 人聚
集一堂，向教科研专家、学者取经。 这也是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第 6 次就
如何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组织的一次大型
学习培训。
“没有教育科学就没有科学教育，教师
应充分认识教育科研的重要性， 做既擅长
教学又懂科研的新型教师。 ”湖南省教育厅
原党组成员、湖南省教科院原院长、湖南省
教育科研协会会长姜正国介绍， 湖南教育
科研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2016 年底，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第三届
先进单位评选，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 （以 下 简 称 湖 南 省 教 育 科 学 规
划办）第 3 次被授予
“全国教育科研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其经验在全国教育科研管理
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推广。
为期 2 天的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培训
会上，7 位教科研专家、 学者先后从提高教
育科研水平出发作了专题讲座。 湖南省教
育科学规划办原副主任、 湖南省教育科研
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易志勇以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工作者协会课题为例， 阐述了教育
科研课题申报要领； 湖南省教育科研协会
副秘书长谢剑虹就怎样做好课题开题论
证，提供了指导方法和意见；株洲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丁文平围绕“十三五”期间
教育科研的重点任务传授了教育研究的 8
种方法； 湖南省教科院史志所所长刘建琼
介绍了教育论文的写作技巧； 湖南省教科
院高教所原所长欧阳河就如何高质量地完
成教育科研课题总结， 提出研究者应具有
专业性、关怀性、批判性、独立性品格；湖南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副主任、 湖南省教科院
规划所副所长李小球解析了湖南省教育科
研课题管理要略；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周明

星解惑教学成果奖基本要素及申报要决。
学员们在此次培训中受益匪浅。 他们
感言，“以前认为教育科研高深难以企及，
培训后茅塞顿开， 要多学习与教育相关的
理论知识， 让自己从经验型教师向科研型
教师转变。 ”“教育科研来源于我们的工作
实际，可以从教育教学实践中寻找课题，有
目的、 有计划地用科学的态度认识教育现
象，提炼教育经验，参与教育科研。 ”
“湖南历来重视教育科研，‘十二五’期
间， 湖南省教育厅出台文件明确了湖南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属省级课题， 湖南省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属省级教学成果奖
一类，在专项经费投入上也不断增加。 ”湖
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常务副主任、 湖南省
教科院规划所所长杨敏介绍，目前，湖南省
本级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资助经费已由 2010
年的 200 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600 万元。

砥砺奋进的五年
教育改革在湖南③

沿溪中学少年宫
迎来文化志愿者
暑假生活也可以多姿多彩。 7 月 7 日，浏阳市沿溪中学少年宫
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老师，他们是浏 阳 市 的 文 化 志 愿 者 ，为 沿 溪 中 学
的 100 多名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程。

70 岁的谭小兰是“文化志愿者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中年龄
最大的 志 愿 者 ，她 的 剪 纸 作 品 在 2016 年 12 月 举 办 的 “夕 阳 红 孔 子
文艺杯”全国老年大学文艺大赛上获得金奖。 图为沿溪中学剪纸课
堂上，谭小兰老人手把手地教学生剪喜字、窗花和小动物，学生们学
起剪纸来劲头十足。
王琼 /摄影报道

8090 创客的故事
湖南省科技厅协办

泥巴里也有创业路
——
—90 后大学生张富群与生姜的故事

本报记者 胡荧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学成后我
将回乡发展，为当地百姓做一些事情。 ”90
后大学生张富群很直白地道出了对未来的
设想。 7 月 11 日，记者聆听了张富群的创
业故事，他虽年纪不大，谈吐之间却已尽
显成熟。
张富群，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学生。 大三期间，他选修了与农业有关
的蔬菜专业，并主修生姜种植与栽培。 张富
群告诉记者，他是四川人，在犍为县和沐川
县等地的偏远农村， 农民以养生猪和种植
生姜为主。 生姜极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如
何才能让姜农有稳定的收入？ 带着这个问
题， 从 2015 年开始， 张富群分赴山东、安
徽、浙江、广西、广东、云南、重庆等地，思考
如何能更好地种植生姜。
张富群真正走上生姜这条路是在 2015
年下半年。 在湖南农业大学艾辛教授一堂
生姜种植与栽培课上， 张富群结识了屈志
豪，一名同样热衷于生姜研究的 90 后。

敢想、敢拼、敢做，是张富群在创业路 一路上都是战战兢兢的， 很担心自己的安
上的态度。 他没事就去图书馆翻阅有关生 全，又是安检又是边检的。 ”他说。
姜的资料，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遇到
谋事在人。 2016 年下半年，“姜先生”团
不懂的，他就去调研生姜市场，在和姜农的 队在云南建了约 1 亩的生姜基地， 在这 1
交谈中， 他了解到了生姜价格的暴涨和暴 亩地里做了 4 组不同的处理， 最后成功了
跌。 调查中，张富群发现，冬季时市场上没 一组。初战告捷，张富群雄心勃勃。 2017 年，
有优质的嫩姜供应， 而且嫩姜的反季节种 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租了 10 亩地、在长沙县
植在市场上是一片空白，于是，他开始谋划 路口镇租了 6 亩地，要大力发展生姜产业。
生姜的反季节种植。
在种植生姜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想和
在艾辛教授的指导下， 张富群和屈志 他们合作，但张富群都拒绝了。 在他看来，
豪在 2016 年成立了“
姜先生”团队。 麻雀虽 现在生姜种植技术还不成熟， 他不愿意让
小，却五脏俱全。 创业团队里，有学市场营 别人和他一起承担风险。 待生姜种植技术
销的、学财务的，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 成熟后，“姜先生”会采取“公司+农户+合作
往前走。 同年，他们围绕嫩姜的反季节种植 社”的形式来发展生姜产业。 姜农和公司签
和销售开展工作。
订协议后，在市场价格低迷的时候，可以以
2016 年上半年， 张富群只身一人去了 保底价格收购全部生姜； 公司向姜农统一
云南的边境地区， 那里的气候适合生姜的 提供种子、农药、化肥，并指导农业生产，这
生长，且土地成本低、劳动力低。 为了找到 样做可以降低农户种植生姜的风险。
适合生姜生长的最好温度和湿度， 他去了
采访中， 张富群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云南很多地方。 回想起从昆明到景洪市的 “我是农村的孩子， 湖南农业大学的学生，
那段经历，张富群现在还有点后怕。“我在 对‘三农’有着特殊的情结，我要用科学技
大巴上颠簸了 8 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术带动农民致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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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喜欢屈老师，他上
课很有方法。 ”这是衡阳市成章中
学学生对数学老师屈扬的评价。 7
月 10 日， 记者见到了学生交口称
赞的屈扬，学生对他的评价出奇地
好，他在教学上究竟有什么魅力？
学生周威回忆，在学习有理数
与无理数时，屈扬给学生讲了一个
故事：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的著名数学家与哲学家，他
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一切数
均可表成整数或整数之比”是这一
学派的数学信仰。 然而，其学派中
的一个成员希帕索斯考虑了一个
问题：边长为 1 的正方形其对角线
长度是多少呢？他发现这一长度既
不能用整数， 也不能用分数表示，
而只能用一个新数来表示。希帕索
斯的发现导致了数学史上第一个
无理数（根 号 2）的诞生，在当时的
数学界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
就这样，屈扬通过简述数学史
上的 3 次危机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探寻
无理数的积极性。 每次上完课，有些学生会缠着
屈扬，想从他嘴里听到更多的数学故事。
“课堂最好的评价者是学生。 ”屈扬坚信，让
学生快乐、轻松地学习，他们一定会爱上学习。
所以， 在教学方法设计上， 屈扬注重启发与引
导。 屈扬告诉记者，教学“数轴”这个概念时，如
果照本宣科，“把一条规定了方向、 原点和单位
长度的直线叫做数轴”的概念简单传授给学生，
学生不一定能理解。 如果通过联系生活实际事
例启发引导对比：如秤杆上的“点”表示物体的
重量，温度计上的“点”表示温度，水闸上的标尺
刻度“点”表示水的深度，秤杆、温度计、标尺都
具有数轴的“三要素”：（1）度量的起点；（2）度量
的单位；（3）明确的增减方向。 这些具体而典型
的数学模型帮助屈扬轻松地引入了“数轴”概念
教学，学生听起来通俗易懂。
屈扬深知，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兴趣、特长。
在教学内容和目标实施上， 他不强求“齐头并
进”，而是正视事实，追求“差异发展”。 69 班学生
蒋春琦说：“屈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好朋友。 ”能得
到学生如此的尊敬和亲近，得益于屈扬独特的教
学方法。 在历年的中考中，屈扬所教班级的数学
成绩优秀率和平均分双双居衡阳市教育系统榜
首。
一路走来取得的成绩不少， 但屈扬笑笑，说
“只是在体会育人的快乐”。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
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屈扬每年积极参加各类
培训工程，还坚持阅读各类教学杂志以及大量的
教研书籍，他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学习
心得和教育教学体会， 他还坚持写教育教学论
文，多篇论文获省、市一等奖。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屈扬是
成章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主抓教学管理工作，
他积极组织老师们开展集体备课主题活动、“同
课异构”比武活动、师徒结对、教学督导、示范课
（汇 报 课）活动、教研组主题活动等，这些活动促
进该校一大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为学校骨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多年来，屈扬经常对老
师们说：“当好一名老师，仅仅靠‘嘴’‘手’是不够
的，更重要的是用‘心’，潜心笃志方才能真正体
会到教书育人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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