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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通讯员 邓琼）6 月 20 日，长沙市
天心区教育局与 13 家开发商所开设的 19 所
小区配套幼儿园签订了产权移交协议。 这些
幼儿园移交政府后， 将被改造成公办幼儿园
或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大大减轻入园孩子家
庭的经济负担。

在天心区此次签订产权移交的小区配套
幼儿园中， 新建幼儿园鑫远和城幼儿园是其
中之一， 它将成为一所公办幼儿园， 计划于
2019年开园招生。 据该幼儿园园长蔡宇虹介
绍，开园招生后，将执行公办省级示范园的收

费标准， 每个月保教费 600 元， 伙食费 450
元，合计每月仅 1050元。

在收回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的同时，天
心区于今年 6 月 1 日成立了公办幼儿园教育
集团———幼幼幼教集团， 引进了湖南省文化
厅艺术幼儿园品牌，通过品牌带动，促进配套
新建的幼儿园高起点、高标准发展，努力实现
天心区学前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为进一步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的难
题， 减轻家长的负担， 今年年初， 长沙市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印发长沙市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长沙将全
面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整治工作。 整治方
案中提出， 自 2010年 11月 21日之后建成的
小区配套幼儿园， 均需移交给当地教育局，
办成公办园或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将在今年
年内基本完成全市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工
作。

据了解， 继雨花区、 芙蓉区集中签约之
后， 这是长沙市整治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后
的第三批集中签约。 目前，已建的配套幼儿园
移交了 134所。

天心区 19所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府
将全部转成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日前，石门

县壶瓶山镇完小四年级学生胡伊琳的作
品《山居秋暝》获“常德市首届中小学生环
保创意大赛”小学制作组一等奖，这是该
校开展环保教育取得的成绩，也是该县各
中小学校打造“一校一品”的成果。

近年来，石门县掀起了一场以素质教
育为核心、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
提质行动，各中小学校立足“一校一品”打
造特色校园： 石门县五完小发展校园足
球，校足球队多次在省、市比赛中获奖，擦
亮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
招牌；壶瓶山镇中心学校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优势开展“观鸟活动”，共举办活动 38
次，观察记录了 172 种鸟类；罗坪乡中心
学校将九子鞭、腰鼓、土家山歌等民俗文
化纳入德育教育……

近 3 年来，石门县两次获评“常德市
中小学体卫艺工作先进单位”“五好小公
民主题教育活动全国先进集体”；7 所学校
先后创建为省、市级生态文明校园，6 所学
校成功创建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160 多名学生被评为市、 县美德少
年。

石门“一校一品”
尽显素质教育魅力

日前，宁乡市玉潭街道中心小学举行了“传承经典，润泽童年”诗词大会第二
季决赛，45 名四至六年级的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这是宁乡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宁乡市教育局高度重视阅读教育，各种国学经典诵读比赛在中
小学校遍地开花。

黄晓佳 摄影报道

宁乡各校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彭矞皇）6 月 20 日，平江

县地方海事局、平江县教体局等部门到安定镇
肖家学校联合开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
题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海事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动画的方
式，讲授乘船注意事项、水上逃生技能、溺水急
救知识等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在互动环节中，
海事工作人员精心设计了水上交通知识暨防
溺水知识抢答、手把手教学生穿着救生衣等环
节，现场学习氛围热烈。

下一步，平江县地方海事局将积极推动建
立由海事、交通、教育、学校、社区和家庭等联
动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
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教会一个孩子，影响一个
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目的。

平江宣传水上交通
安全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罗建国 刘星）为加快青
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 培养一批优秀的足球
教练员、裁判员，湘潭市岳塘区教育局于近日
开展了足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 培训会上，
湘潭大学肖斌、 湖南科技大学王翔针对足球
教练员的养成和裁判规则进行了讲解。

岳塘区作为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省级试

点区， 一直把普及青少年校园足球作为一项
长期性、 基础性的工作来抓。 该区每年组织
全区各学校开展足球文化艺术节活动， 内容
涉及校足球队队旗队徽设计、 足球主题手抄
报比赛、 足球摄影、 足球宝贝啦啦操、 足球
联赛、 教练员培训等， 在校园内外营造了爱
足球、 踢足球、 看足球的氛围。

岳塘区培训学校足球教练员

用心倾听 顺畅表达
———低年级口语交际能力培养途径初探

衡阳市高新区蒸水小学 肖丽华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使学

生具有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 在各种交际活
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
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 发展合作精
神”。 小学阶段正是发展学生口语的最佳时
期，可以说发展语言、培养和提高学生口语交
际能力，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下面， 我就如何培养低年级口语交际的能力
谈谈我的做法。

【关键词】口语交际；途径；贴近生活；阅
读教学；QQ群

一、深入阅读教学课堂，强化口语交际训练
(一)坚持课前三分钟的成语故事。我在每

一节语文课之前， 让事先准备好成语故事的
孩子上台演讲。其他孩子认真倾听，回家复述
给家长。一学期下来，班上大部分的孩子都会
有上台锻炼的机会，期末评选出小小故事家。
学生不仅爱上了讲故事，更学会耐心倾听，口
语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复述课文，规范学生的口语表达。 课
文是学生学习语言、积累语言的典范，也可以
成为学生口语训练的内容。在教完《千里送鹅
毛》这一课后，我及时布置口语作业，让孩子

们回家将课文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 并要求
每一个同学都将自己讲故事的过程录制成视
频，发到班级QQ群里。这样既便于我检查作
业，了解每一个孩子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让每
一个孩子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取长补短，争
取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强化回答问题方式，要求完整流畅。
在阅读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必不
可少的一种形式，鼓励学生说话详尽、有条理
是阅读课教学的目标。 每一次学生回答问题，
都鼓励其他学生要认真倾听。 对答问的及时
给予规范性的指导，鼓励学生自信大胆，说通
顺的话，完整的话。

二、贴近生活，口语交际课上着重培养
口语交际训练只有结合学生的学习、生

活实际，多途径展开训练，才能适应学生的自
身需要和社会需要。 例如我在教学人教版二
年级语文园地《我的小制作》一课时，就采取
由易到难、由扶到放的方式。 首先，在第一课
时的课堂上， 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之前制作好
的南瓜灯视频资料，学生观看视频后，再描述
制作过程。 在描述的时候，要求学生要用上表
示先后顺序的词语，例如：先……然后……再

……等， 或者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语
序。 通过两篇范文引路，引导学生发现并
总结规律。 从一开始介绍自己的小制作，
到具体介绍怎么做， 最后总结自己的作品
怎么样。 通过口语交际课， 教会学生有顺
序、有条理的表达。

考虑到每个学生喜欢的小制作会不一
样，没有生活体验就不会有表达的欲望，况且
一节课上让每一个学生来表达也不太现实。
于是， 我将口语交际课， 由课堂延伸到了家
庭， 布置给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更多有趣的
课外练习。

三、走入家庭，QQ群里展示风采
如何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表达，

并能发现别人口语表达的优点和自己口语表
达的不足呢？我利用班级QQ群，布置家庭作
业， 让学生回家在家长的协助下做一个小制
作，家长将孩子们口述小制作的过程录下来，
将视频分享到班级 QQ 群。 家长愿意积极配
合， 孩子也为这项新鲜而又有特色的作业感
到特别兴奋。 很多的孩子在桌前摆好材料，有
模有样地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感觉很像电视
节目里的小主播，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不禁

让人惊喜孩子的潜力无穷大； 也有的孩子兴
奋地关注 QQ 群， 学习前面同学视频里发布
的内容，然后完善并改进制作。 QQ群就是一
个口语交际大课堂，可回播、暂停，不仅能关
注孩子的表情、语音、语调，还有孩子的体态、
手势。 不仅可以欣赏其他孩子们的优点、也可
以看到自身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家长也参与
到了课堂中， 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口语表达方
面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其实，当家长与孩子一起看、一起听、一
起评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学习和自我提升。 更
让我欣慰的是， 班上有一个自闭的小女孩也
能够开口介绍自己的小制作了， 还有几个调
皮的男孩也可以安静的坐下来制作并有条理
的叙述，尽管介绍的时候不是摸鼻子抓头，就
是挤眉弄眼，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比在课堂
上当观众要自信许多。

口语交际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自
我风采的舞台。 在口语交际课第二课时的讲
评上， 再次给孩子们观看自己录制的视频资
料并进行点评，进一步促进了口语训练。 评选
出十名“小小口才家”，激励孩子们在今后的
学习中学会有条理有顺序地说话。

新晃重奖考取医学本科
自愿回乡工作者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娟 杨军 舒象
彬） 为加强本土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鼓
励高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医卫类本科院校，
近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出台政
策，给予每位考取医学本科并在毕业后回
该县工作的考生 2万元以上的奖励。

具体政策内容为， 凡 2018 年考取二
本及以上院校的中医药专业、 麻醉专业、
医学影像专业、眼科及耳鼻喉专业、儿科
专业、重症医学专业、急诊医学专业、病理
诊断专业，并愿意签订就业意向书———毕
业后回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工作的
新晃籍考生，该院在其学习期间每年奖励
5000 元， 直至本科或研究生学习期满毕
业。

此项政策在相关专业中每个专业原
则上限奖励一人，实行双向选择，即：在考
生自愿的基础上按高考分数从高到低选
取，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优先。

本报讯（通讯员 谭理）近日，长沙市教育
局根据《关于印发〈长沙市中小学（幼儿园）名
校长（园长）遴选方案〉的通知》精神，经个人申
报、单位推荐、专家遴选、实地考察、局党委会
研究，对拟任长沙市首席名校长、名校长的人
选予以公示，其中，邓智刚、龙继红、刘维朝等
首席名校长（园长）17名，王旭、王雅敏、邓益云
等名校长（园长）28名。

名校长工作室由三部分人员组成。首席校
长为工作室责任人， 主持工作室全面工作；名
校长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工作室各项工作；每位
首席校长每个周期（三年）负责指导 10 名左右
学员，学员一般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由局党
委组织申报、遴选、分派。

长沙公示拟任
首席名校长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