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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连线

本报讯（通讯员 彭三英）6 月 28 日，常
德市鼎城区教育系统举行庆祝建党 97 周年
大会， 各学校党支部书记、2018 年教育系统
党员发展对象等共 200余人参加。

鼎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陈少栋
宣读《常德市鼎城区中小学校党支部“五化”
实施细则》。 从今年开始，全区中小学校党支
部将按照支部设置标准化、组织生活正常化、
管理服务精细化、工作制度体系化、阵地建设
规范化的要求， 切实规范中小学校党支部工
作运行机制，提升中小学校党支部组织力。

会上表彰了全区教育系统百名优秀共产
党员。 牛鼻滩中学聂景宪、鼎城一中宁丽、善
卷中学段立红三名优秀共产党员分享了各自
在岗位上争当先锋模范以及在教育教学中的
故事。

鼎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涂华军为
全体党员上了一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
精会神推进鼎城教育新发展》的主题党课，党
课从回顾党史，把初心和使命记在心上；展望
今朝，看初心和使命绽放光彩；出发前行，让
初心和使命永葆活力三个方面展开。

本报讯（通讯员 贺志强）近日，攸县召开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动员会议，要求所有校
外培训机构严格按照“十二分制”管理规范教学。

会议强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分全面部
署、排查摸底、集中整治、整章建制四个阶段进
行。 攸县教育局结合省、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工作方案，出台了“十二分制”管理办法，在专
项治理过程中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实行记
分考核，对记分超过上限并整改不到位的校外培
训机构将予以吊销办学许可证，力求通过专项治
理消除安全隐患、促进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攸县有证照的校外培训机构达 60�多
家，从业人员上千人。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主要整
治校外培训机构在面向中小学生实施与学校文
化教育课程、升学或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培训活
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整治无证无照办
学、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场所办学、与中小学合作
办学、超范围开展培训、违规收费等十种违规违
法行为。

攸县对校外培训机构
实行“十二分制”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田景正 李闵 杨明忠）
日前， 湖南省学前教育公益支教队赴泸溪县
开展了学前教育精准扶教献爱心活动。 据了
解， 此次公益支教队由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
民办教育专业委员会等近 20家单位组成。

公益支教队走进武溪镇五里洲村贝贝佳
幼儿园、 洗溪镇中心幼儿园和思源实验学校
附属幼儿园， 探讨了该县本土特色资源在幼
儿园学习活动中的应用。 公益支教队还给幼
儿园赠送了绘本、教具、体育器械等物资。 之

后，公益支教队和泸溪县 100余名幼儿园教师
开展了幼儿园教学活动的观摩与研讨活动。

本次活动深度考察了泸溪县农村学前教
育的发展状况， 探讨了该县农村学前教育质
量提升的路径。

近日，临武县教育局举办了第三届教职工运动会，本次运动会以“相约运动，健
康同行”为主题，分气排球和羽毛球两大比赛项目。 赛场上，参赛队员秉承“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优良传统，在默契协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赛出了风格与水平，充
分体现了该县教师的团结与智慧、拼搏与进取。 李赟 摄影报道

临武教职工“相约运动”

何为同伴互助学习？英国的托平教
授和美国的尔利博士在 1998 年出版的
《同伴互助学习》 一书中提出：“所谓同
伴互助学习，是指通过地位平等或匹配
的伙伴积极主动的帮助和支援来获得
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 ”近年来，同伴互助
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本
文从集体论课与名师引领两方面， 探讨品德
与社会教师如何构建同伴互助学习机制。

一、集体论课形成同伴互助学习机制
（一）加强目标意识，是打造同伴互助学

习的前提。
目标意识不强是我们走向新课程中所必

然会遇到的。 首先，品德与社会的目标是多维
的、综合的，它有情感态度价值观、行为与习
惯、 过程与方法、 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分目
标；其次，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师
再创造的自主权，再加之，这门课程提倡回归
生活、关注儿童，所以，不少教师反而有些把
握不住教学目标。 那么， 怎么加强目标意识
呢？

第一，了解课标，建立课标理念；第二，把
握单元目标和课时目标；第三，备课时，根据
课标和单元目标， 预设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并将这些问题确定为教学目标；第
四，教学中的活动要围绕目标来设定，活动实
施时要围绕目标来进行；第五，教学中可能会
生成新问题， 老师要及时根据目标进行灵活

处理。
（二）认真解读教材，是打造同伴互助学

习的基础。
第一， 教材是范例， 是引导学生认知发

展、生活学习和人格建构的一种示范，也是师
生对话的话题。 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
情况灵活地进行再创造。

第二，教材留有空间，这就需要老师结合
教材，搞清楚留出空间的目的是什么，该怎样
引导学生去思考以及活动。

第三，教材和师生的关系，既是一种意义
关系，也是一种对话关系。 教师要通过教材中
所提出的问题帮助学生完成对生活的思考。

（三）善用教学策略，是打造同伴互助学
习的关键。

开放式的教学策略。开放式教学体现在三
方面，一是要求教师将课程作为一个开放的动
态体系，鼓励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教学。 二是品
德与社会课程学习时空的开放。品德与社会课
程的学习场所应扩展到家庭、社区、田间、工厂
等。 三是教学内容和结果上的开放，即教学内
容应当是丰富多样的，能满足学生进行个性化
的学习，并给学生提供一定的选择。

活动化的教学策略。 活动化教学是以教
师精心设计的具有教育性、探索性、创造性的
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学习形式， 以鼓励学生
主动参与、探索、思考、实践为基本特征，以实
现学生多方面能力综合发展为核心。

对话式教学策略。 对话式教学是指教师
以学生朋友的身份出现， 围绕着教材提供的
话题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和交流。

二、名师文化引领智慧成长
名师文化就是通过名师效应来培育教研

文化， 反过来通过这种文化氛围来引领处于
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教师集体成长。 具体怎
么做？

第一，紧扣着力点。 某老师在上《父母的
疼爱》一课时，为让孩子有一个倾吐心声的机
会，老师设计了录音活动。 学生在上台录音的
过程中， 教师的评价语言没有切中活动目标
进行，只是表扬学生表演的过程，让学生忘了
录音机即是父母的“眼睛与耳朵”。

第二，关注变化点。 在课堂教学中，对于
学生反馈的信息，教师要恰当地进行处理。 在
《父母的疼爱》一课教学中，老师布置了课前
小调查， 让学生记录父母在一天中为自己做

的事情。 课上，学生纷纷拿出
调查表，有的记录得多，有的
写得少。 这位老师及时应变
设计问题：“是不是父母做的
事越多， 就说明他们越疼爱

自己？ 请同学们进行辩论。
第三，捕捉生长点。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

更多地关注学生， 应该及时地抓住课堂中的
生成性资源，用语言这把钥匙，打开学生的心
门。 如在《父母的疼爱》这节课上，老师请来了
家长与学生一起上课，并采用了师生对话、生
生对话、家长与孩子对话的交流形式。 这时，
一名父母离异的孩子伏在课桌上哭了起来，
老师走过去说道：“虽然爸妈不在你身边，但
我们是一家人， 你愿意让老师和同学拥抱你
吗？ ”在这节课上，这个孩子得到了特别多的
关爱。

第四，呵护闪光点。 课堂上多种教学活动
的展开，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策略。因此，
教师应在课堂上积极地看、用心地听，抓住关
键环节，采用适当的方式，多角度、多方位、多
层次地进行评价。

如何运用同伴互助学习的策略来提高教
学效果是我们要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种极为
重要的补充教学策略， 同伴互助学习不能取
代教师的专门教学活动， 还需自己在这种机
制下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与品德与社会的课
程特点构建自己的教学主张。

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构建同伴互助学习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向吟吟）近日，衡阳市中
小学生首届合唱节暨第三届中小学生建制班
合唱比赛激情唱响。来自全市 20所学校建制
班的数百名师生汇聚一堂， 用优美动听的歌
声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本次活动由衡阳市教育局主办、 石鼓区
教文体局协办，合唱比赛主题为“传承红色基
因，童心向党”，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
个组别进行。

据悉，以建制班为载体开展艺术活动，重
点是扩大学校和学生的参与面和普及面，促
进学校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增强班级的凝
聚力，形成健康向上的学风。第三届建制班合
唱比赛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层
层发动，班班参赛，最终评出 20 个优秀班级
参加市级现场总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高新区衡州小学、珠晖区
泉溪村小学、 石鼓区合江小学荣获小学组一
等奖；衡阳市十四中、博雅实验学校、逸夫中
学、衡阳市外国语学校荣获初中组一等奖；衡
阳市八中、衡阳市一中荣获高中组一等奖。

衡阳举行中小学生
建制班合唱比赛

湖南省学前教育公益支教队扶教泸溪

鼎城表彰
百名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记者 余娅）7 月 2 日晚，长沙市
2018年中考成绩出炉，今年长沙城区共有初中
毕业生 37027人， 除直升生 2157人外，34870
人参加中考。 其中，2725人获得 6A，全市初中
毕业生学业成绩一次性合格率达到 95.07%。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2018 年长沙
市中考语文、数学、英语、文综、理综和提前科
目成绩呈现为等级制， 初三年级考试科目成
绩以 A、B、C、D、E五个等级形式进行公布。

广大考生除通过学校查询外， 还可通过
以下三种途径知晓成绩：一是通过“长沙教育
信息网（http://jyj.changsha.gov.cn/）”查询；二
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潇湘招考”；三是编辑短
信：“A+ 准考证号” 发送至 1062890017（联

通、电信用户）。考生如对自己的考试结果确有
疑问，可以于 7月 3日至 4日向学校提出成绩
复核申请。

中考成绩出炉后，中招工作也随之启动。
今年长沙市中考填报志愿时间为 7 月 4 日上
午 8时至 7月 6日下午 5时 30分。 高中录取
将分批按志愿进行， 录取依据是考生学业考
试等第、 结合素质评价等第以及考生享受优
惠政策的情况等。 招生录取分为五个批次，第
一、第二批次为普通高中学校批次，第三批次
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混合批次，第四、第五
批次为职业院校批次。

长沙市教育局提醒，按照“公办不择校”
原则，如果考生希望就读民办学校、子弟学校

或部分学校国际班， 需要在网上自费志愿栏
中填报该校志愿，并且及时与学校进行衔接，
双方达成初步意向。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强调，严禁炒作
中考成绩，严禁发喜报、搞排名、晒“6A”、夸大
宣传等，科学评价教学质量。与此同时，长沙市
教育局对今年的中招工作提出了“六条禁令”：
严禁高中学校不负责任随意发布高中预录线；
严禁高中学校对考生作招生承诺，提前签订招
生承诺书；严禁初中学校炒作中考成绩、滥发
喜报、虚假宣传；严禁初中学校截留和修改考
生志愿填报密码；严禁教师代替学生填报或更
改学生志愿；严禁任何学校、任何个人利用经
济利益手段招揽生源、收取回扣。

长沙市中考 2725人拿到 6A
严禁炒作成绩 录取分批进行

冷水江市冷办中心学校 刘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