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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本报讯（通讯员 陈通鹤 舒象彬）近日，怀
化市 2017 年小学英语核心素养教学比武在
怀化市锦溪小学落下帷幕， 新晃县第一完全
小学教师曾晶获得一等奖将代表怀化市参加
省级英语教学比武。 本次比武活动由怀化市
教科院组织，共有 15 名教师通过各县（市区）
选拔参赛。

曾晶的课堂设计理念新颖，教学方法灵活，
师生互动良好，课堂氛围活跃。通过课堂合作性
与探究性学习，学生们能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真
正成为课堂主体。师生彼此促进，共同营造了乐
学、好学、真学的课堂氛围，赢得了听课教师们
的高度赞许和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黄蕾）“大
家好，我是方妍，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都能坚持下去，永不放弃。 ”

“大家好，我叫刘三洋，未来我想报考军校，
当一名士兵。 ”……近日，长沙高新区明德
麓谷学校（以下简称“明德麓谷学校”）
C1607 班“相信未来”的主题班会课上，学生
通过镜头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期
许。

该主题班会分为 3 个篇章： 回忆过去、
把握现在、展现未来。 学生通过集体活动的
图片勾起对曾经的回忆，以暖心的小故事展
示现阶段各小组成员之间的团体魅力，借助
视频录制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整场活动
下来，学生的主持、表演都很有条理、很用
心。 据了解，整节课的流程设计、发言稿的撰

写、PPT的制作等都是学生自主完成。
培养学生用自己的力量主动成长，这是

明德麓谷学校大力践行的“生本教育”理念。
该校副校长龚玲告诉记者，该校全面倡导自
主管理，全员德育，用美好的灵魂去影响正
在成长的孩子们，激发他们自觉成长。 主题
班会是班级教育活动的形式之一，是班主任
根据教育、教学要求和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
确立主题、围绕主题开展的活动。 通过主题
班会来澄清是非、提高认识、开展教育，对促
进学生的成长和树立人生观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是学生的必修课。 该校每学期都会举
行主题班会课比赛，巧借主题班会践行智慧
德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 9月 19日，明德麓谷学校廖美华德
育名师工作室承办湖南省“国培计划”2017

省级初中班主任工作坊研修考察活动， 为省
内 14 个市州的 120 名初中班主任老师及相
关会务组人员展示了一堂生动的“超越自我，
逐梦中考”主题班会课。 该主题下，班会课分
3部分：认识自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在挑战自我环节，蒙眼跨障、杯水放物等
游戏考验学生的团体合作意识。 其间最受观
摩者关注的是家人寄语环节， 奋战中考的路
上，学生有着最坚实的后盾，何茜妈妈从澳洲
发来越洋视频， 泽华爸爸为了出境特意理了
帅气的头发， 还有很多家长担心自己不善于
面对镜头，于是发来音频、书信……

郴州市永兴县五星学校教师李娟观摩后
表示，这节课学生表达得轻松、活跃。 每个环
节不落俗套，高潮迭起。在中考即将到来的契
机下，直击心灵！

明德麓谷学校借主题班会践行智慧德育

10 月 16 日中午， 泸溪县明德小学通过校园广播向师生发起
了“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的倡议，该校 2000 余名师生积极行动，用
“光盘”行动践行着自己节约的良好习惯。 通讯员 杨正发 曹凡

安乡五中强化
廉洁从教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友华）10月 12日晚，
安乡县第五中学纪委书记陈波以“自觉遵纪守
法、做四有好老师”为主题，在该校教师大会上
强力推行廉洁从教。

陈波结合近期国内发生的典型违纪案例，
把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作了
形象生动的讲解，号召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关
于教师廉洁从教的相关规定，杜绝“套取学生
资助金、收受好处费、违规补课、违规操办酒
席”等现象发生。

赫山万源学校
127名学生“闯关”入队
本报讯（通讯员 胡佩锋）“我们的大队名是益阳市赫山

万源学校少先队大队。”“我们的中队名是小 82中队。”10月
12日，益阳市赫山万源学校多功能报告厅热闹非凡，一年级
127名学生正在“闯关”，通关成功的学生将成为光荣的少先
队员。 闯关过后，该校将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

该校少先队大队部设计了包括说队名、系红领巾、敬队
礼、唱队歌等六大关卡，每关由 2 名大队干部担任“考官”。
通关后，由守关队长在新队员入队申请表上盖章生效。 所有
申请入队的学生均需接受考验，闯过六关，才能参加入队仪
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 最后，提交申请参加闯关的
127名学生全部通关。

据悉，为保证队员顺利通关，该校已于 10月 9日派遣少
先队大队干部到一年级各中队进行了新队员队前培训教育。

临武一完小
引进校外足球师资

本报讯（通讯员 刘立新 黄航斌）近日，临武县第一完
全小学第五届“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序幕。 本次
参赛对象是三至六年级学生，比赛采取 5 人制男女混赛，实
现了全员参与，赛事将持续到今年 11月中旬。

据悉， 临武县第一完全小学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示范学校，创新足球教学方法，引入该县立讯足球俱乐部的
师资力量，对该校足球运动员进行培训和授课，打破了该校
足球师资力量弱的“软肋”，这种校企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为该校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很好的成长平台， 促进了该
校足球竞技水平的提升。

新晃一完小教师
获英语教学比武冠军

本报讯(通讯员 高红广 )近日，汉寿太子
庙中学开展了“珍爱生命 拒绝垃圾食品” 千
名学生签名宣誓活动， 该校师生 2400余人参
加。

“校园周边流动摊点推出的如油炸、烧烤
等食物，脂肪含量高，多吃了容易发胖，一个
炸鸡腿相当于 60 支香烟的毒性……”活动现
场， 主讲老师向学生们讲解了垃圾食品的危
害及校园周边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同时详
细介绍选购食品的注意事项， 教育引导学生
通过“看、闻、问”识别假冒伪劣食品。 全体学
生在写有“我宣誓：珍爱生命 拒绝垃圾食品
健康从我做起” 的条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
名字。

该校校长宋冬九表示， 接下来将提请相
关执法部门检查校园周边饮食店， 依法取缔
校园周边经营油炸、 麻辣等不合格食品的流
动摊贩。

太子庙中学千名学生宣誓
“拒绝垃圾食品”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共享经济
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 而共享单车作为共享
经济运用方的佼佼者，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以爆发式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眼前。 本文针对
高校内小黄车的使用情况， 以其涉及的相关
利益者为视角， 分析共享单车在校园内运行
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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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风险；对策

一、背景
ofo 共享单车，亦称小黄车，是指通过线

上支付小额费用来使用的公共自行车。 ofo 由
北京大学学生戴威及其他四名合伙人创办于
2014 年，是国内首家共享单车创业公司，是全
球创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无桩共享单车创业
公司，为城市人群提供方便快捷、绿色环保的
出行服务。 自 2015 年 6 月启动以来，ofo 小黄
车已融资超 40 亿人民币， 连接了 650 万辆共
享单车，累计向全球 150 座城市、超过 1 亿用
户提供了超过 10 亿次的出行服务，规模逐渐
扩大，也迎来了更广泛的使用群体。

二、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

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Felson）
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 于 1978 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

ARoutine �Activity�Approach）中提出，不过共享
经济是一个新近才流行起来的概念， 可以将
其理解为：弱化“拥有权”，强调“使用权”，通
过共享手段来提高因为私有化而减少的利用
率。 共享产品正在逐渐影响并便利着我们的
生活， 共享经济也在不断为用户提供更优质
体验。

三、小黄车的风靡
小黄车之所以能在很多城市得到大家的

认可， 主要原因是 ofo 小黄车不用定点停放，
没有骑行范围的划分，使用方法简便，只需用
手机扫描车上二维码即可使用，并且 ofo 接收
个人闲置的自行车并改装为共享单车， 而原
自行车所有者免费享用所有共享单车。 如今，
ofo 又与支付宝芝麻信用合作，只要芝麻信用
达到一定的分数，用户可以免押金直接骑车，
同时也不用下载 APP， 可见其在同行中优势
突出。 ofo 小黄车减轻了都市交通压力，为市
民提供了一种快捷环保的出行方式， 降低了
都市中的大气污染，最能得到大家的青睐。

ofo 租车费用不高，半小时五毛钱，这样
的价格对于所有人都是较为便宜的， 并且继
周末免费骑、 充返之后，ofo 经常推出小黄车
免费日，这对于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福利。 有

着共享单车参与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减轻生
活压力，还能在忙碌时享受生活。

四、问题
共享单车自推出就遇到了各种问题。 首

先， 部分学生对共享单车并不爱惜， 随意停
放，这就可能造成小黄车损坏及丢失，并且不
利于管理人员对损坏小黄车的及时处理。 其
次， 校园内有小黄车车牌号被遮挡或直接划
掉的情况，导致小黄车不能被继续使用，并且
有部分同学利用此方法将小黄车据为已有。
第三，部分学生贪图省事，不按记时用车，或
者使用完后不按规定锁车， 使得路过的同学
可以跳过一系列步骤直接用车， 导致计费错
误。 第四，部分学生拒绝扫码而通过上网搜索
密码用车，损害别人的利益。 第五，部分学生
未检查单车情况而直接使用了具有安全隐患
的单车，导致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问题层出
不穷，引人深思。

五、对策
所有经济活动中，都无法避免道德风险，

要解决上述问题， 主观方面是提高学生对道
德风险的认知，加强对责任的意识，善待身边
的小黄车，也善待我们自己的出行选择；客观
方面是改进小黄车的配置，加强车牌、车把以

及车座的防护，将容易取巧的密码锁更换为安
全性能更高的电子锁。 此外，可以增加地区负
责人员，便于追踪小黄车的定位和及时处理具
有安全隐患的单车。

共享经济从法理上而言，指对于任何一个
社区（比如国家）或者组织中的个体，谁也没有
真正地享有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并且每个主体
只拥有相关资产的部分所有权。小黄车的推行
正好复合这种经济模式，ofo 公司提供大量共
享单车供市民使用，并通过低额出租费用让渡
共享单车的使用权，这类单车的使用权不属于
公司也不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有需要的一类
人。 基于共享经济的共享单车，在互联网和移
动支付的逐渐完善下，获得了资本的青睐和市
场地位，也将在未来迎来更好的发展，减轻地
球碳排放的同时便利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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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经济的高校小黄车分析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理科 7班 陈田原

本报讯（通讯员 陈玲华 刘仕
栋）近日，隆回县交警大队民警来到
隆回县九龙学校， 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第一课”。

据悉， 九龙学校是隆回县为缓
解新形势下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子女
进城就读难题， 由政府投资建设的
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该校学
生大部分来自农村， 有 40%左右的
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对于小孩子的
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及安全知识的
学习几乎为零。 该校地处国道、省

道、高速公路出口、县城大道十字路
口，校门口路况非常复杂，学生人数
共有 6300 多人，每当上学和放学的
时候，校门口人群聚集，各类车辆堵
塞，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

活动中， 民警通过讲解事故案
例、认识交通标志、现场提问互动等
形式，向学生们讲解了中小学生交通
安全知识，提醒学生们不在车尾玩游
戏、公交车上不嬉闹、年龄不到不骑
车、不在路上玩手机、不搭乘黑车、乘
车系好安全带、农用车不可坐等。

九龙学校交通安全教育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