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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曹正平第一次为新闻摄影“拼

命”。 2017年，曹正平的家乡祁东县的水位超
过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位。刚放暑假
的他第一时间赶到被洪水围困的祁东县归阳
镇，连夜跟随抢险突击队采访拍摄、转移群众。

洪水不断上涨，交通、水、电中断，归阳镇
成了一座孤岛， 曹正平利用笔记本电脑和手
机网络连夜处理稿件，硬是在“孤岛”中抢出
了新闻，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曹正平一共发
出了 3组新华社通稿。

充满爱心的老师
生活中的曹正平是个富有爱心的人。 每

次参与募捐新闻的报道， 他都会带头捐款。
2014年， 他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云南省德钦
县一名叫巴山的藏族学生。 在了解到巴山因
为家庭贫困即将面临辍学的情况后， 曹正平
当即表示愿意资助他上学， 每个学期给巴山
汇去 1000元善款。

一次，常宁县发生洪涝灾害，曹正平赶到
受灾地区采访，采访过程中他看到一个 10 岁
的贫困女孩辍学后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女孩
父亲病故，母亲带着弟弟改嫁，她不得不辍
学到餐馆打工，他当即拍下女孩子打工的镜
头，找到当地教育部门反映情况，最终，教育
部门帮她重返校园，并免除了就读需要的一

切费用。
曹正平的镜头下总有暖意， 也许正如他

所言：“见多了灾难， 我总希望自己能通过镜
头将美好与爱传播出去。 ”

如今的曹正平仍然坚守在教育新闻宣传
岗位上。 课余，很多学生都会向他讨教摄影技
巧， 经过他的培训，5 名弟子成了国内知名新
闻网站的签约摄影师。

从草根摄影师到中国教育新闻摄影比赛
一等奖、湖南新闻奖（摄影）一等奖获得者，曹
正平始终保持着对新闻摄影的热爱。 他动情
地说：“摄影是我的生命， 我会好好用镜头记
录这一封给教育的情书。 ”

一线传真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情
况的通报》，截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全国
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400532 所，存在问题
机构 272175 所， 现已完成整改 83510 所，
完成整改率 30.68%。

我省 122 个县（市、区），其中 50 个县
（市、区）已基本完成专项治理整改任务，县
（市、区）完成率 40.98%；我省发现问题的
机构数为 14941 所， 现已完成整改 3450
所，完成整改率 23.09%。

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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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流动监测队的老师们正在通过智能视力监测仪检测学
生视力状况，并将监测数据传到智能监测数字化系统，提示学生预防近视。学生视力健
康管理流动监测队每年入校一次，对学生进行视力健康基本情况监测，及时进行视力
风险预警。 张劲松 摄

11 月 1 日，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 教
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并讲话。

陈宝生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一是要把全面
振兴本科教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核心任务，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要从适应时
代发展需求、人民群众期待、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提升的要求出发， 谋划和推动本科教育
振兴。 要从坚持和推进回归常识、回归本分、
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的要求出发，
谋划和推动本科教育振兴。要从落实“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出发，谋划和推动本科
教育振兴。 二是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作为全面振兴本科的第一要务。 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语就是“社会主义”，这

是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规定。 要在理想信念
教育上见实效，在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上
有突破，要在教育途径和模式上有创新。三是
牢牢抓住“教”这个核心，引导教师潜心教书
育人。广大教师要做到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立德
树人、德育为先，以爱为核心做学生成长的领
路人， 真正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四是要紧紧抓好“学”这个根本，教
育学生刻苦读书学习。要狠抓学生刻苦学习，
解决好学生学习态度、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培
养、 综合素质提升问题。 要狠抓学习资源建
设，专业要建“强”，课程要建“优”，资源要“到
位”。 要狠抓本科教学秩序整顿，严格过程管
理，严把出口关。 五是切实抓住“创”这个关
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深化人才培养机

制改革，加快完善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现
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 大学
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着力深化评价制度改革。
着力深化管理制度改革。

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林蕙青主持会
议， 并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成立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陈宝生、 林蕙青共同为 111 位主任委员颁发
了聘书。

据悉， 新一届教指委要为推动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好参
谋咨询、指导引领、凝聚队伍、监督推动重要
作用。经严格审查，新一届教指委最终遴选出
委员 5550 人，包括主任委员 111 人、副主任
委员 710 人，其中 3611 人是新任委员，占委
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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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指委成立会议召开

陈宝生：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本报讯 （记者 杨雨晴 ）记者日前从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19 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工作
（下称省统考）将于 12 月启动。 省统考分
为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含美术学类
和设计学类，下同）、播音与主持艺术类、
编导类（含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戏剧影视
文学专业和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表演类
（服装表演、戏剧表演）、书法艺术和书法
教育类、摄影摄像类、服装类（职高）等 9
个专业类别，凡报考艺术类专业（含按艺
术类招生的所有专业） 的考生必须选择
相应或相近的专业类别参加省统考。

2019 年各艺术类专业的省统考合
格资格线将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统一
公布，同时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
//www.hneeb.cn/）上公示取得合格资格
的考生名单（不另行发放合格证）。 没有
取得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合格资格的考
生，不能录取到艺术类本科专业。

湖南省艺术统考
12月启动

三湘要闻

湖南 3450所
培训机构整改完成

11月 5日上午，长沙市城区国有中小学
校幼儿园整治工作推进会暨长沙县配套幼
儿园签约仪式在长沙县举行。 现场，13 家企
业、20所小区配套幼儿园向长沙县教育局签
订移交协议，这些幼儿园将改为公办或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

据了解，长沙县达到相应规模的小区配
套幼儿园共计 45 所， 其中， 此前已移交 4
所。 长沙县教育局负责人陈卫球表示，长沙
县配套幼儿园移交以后，部分有条件的将会
打造成公办幼儿园，其他将由政府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打造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转变成普惠幼儿园后，家长一年能节省
下多少钱呢？ 金色河马幼儿园园长戴盛慧算
了一笔账： 该园目前的收费为 2780元 /月，
但申报为一级普惠园后， 教保费和伙食费加
起来不会超过 1700元。“长沙县政府收回配
套幼儿园后，将采取对举办方免租金等措施，
来降低运行成本。 省下来的费用幼儿园转移
到师资引进、业务培训、幼儿保育等方面，实
现降价不降质的目标。 ”陈卫球表示。

截至目前，长沙市已建配套幼儿园移交
累计达 164所。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表
示，预计到 2020 年，长沙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将达到全市幼儿园总数的
80%。 刘镇东 黄京

上家门口优质幼儿园
长沙县 20 所幼儿园改公办或普惠园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然而，
要把古训变成现实， 则需要老师在面对学
生、课业时把握好时机。 特别是在语文课堂
教学中，对教师的语言应用有极高要求。 语
言上灵活多变、生动贴切，方能帮助老师在
学生间、在课堂里大显身手，从而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敦促其认真学习、积极进取，取得
好的教学实效。 笔者根据自己在课堂教学实
践中对此进行的一点探索，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现敬陈管见：

一、要有丰富的感情色彩
在课堂中，教师的情感对学生有直接的

感染作用。 课改新理念要求教师转变观念，
拒绝传统的简单灌溉式教学，而应在心理相
容与情感共鸣的基础上， 真正做到理中寓
情、通情达理。 教师以饱满的热情讲课，情动
于衷，形诸于外。 同时还要善于创设情境，以
形象为手段、以美育为突破口、以情感为纽
带，激其情、启其疑、引其思，使学生心理处
于兴奋状态，提高学习效率。 立足于以情动

人，使学生缘情而入文；披文以入情，激起学
生情感的火花。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注意
调控课堂情绪氛围， 使学生随课文的情境变
化或喜或怒、或哀或愤，达到课堂教学的最佳
境界。 使课堂气氛趣而不庸、活而不乱、严而
不僵。学生既理解了内容，又体会到文内的思
想蕴含，陶冶情操。

二、要做到多姿多彩
教师的课堂语言，我认为：讲解时力求

简洁明了、言简意骇；点引时发人深思，激起
学生思维活跃； 校正时富有趣味的放慢语
速，使得学生恰当理解；总结时简明扼要、语
气郑重，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教《听
见》一诗中，前篇讲牧童骑牛唱歌，悠哉、乐
哉，后来看到叫着的知了，歌不唱了、路不走
了、站立不动，想捉住它。 这是作者所看见
的，故起名“听见”，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
处。试问：牧童为何“忽然闭口立”呢？原来是

“意欲捕蝉鸣”。“意欲”就是心里盘算或心里
打主意，“捕” 即是捉，“鸣” 指知了在唱歌，

“蝉”指的就是知了，一切一目了然。 低年级
的小朋友既理解了诗意，又在头脑中形成了
“牧童行歌”和“牧童捕蝉”两幅图画，形象生
动，引人入胜，学生当然也就轻松地学到了
知识。

三、要讲究严密的逻辑性
教师在设计问题或引导提问时，应围绕

教学目的有条理、有系统、有侧重点地分析、
讲解。 各环节的过渡语具有逻辑性，则能使
教学过程环环相扣、教学流程自然顺畅。 而
逻辑性话语会帮助学生进行有逻辑的思考
活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头脑中
已有的知识经验逐层地理解语篇内容，从而
建构知识，这将很大程度上提高语言输入的
可理解性。 此时合乎逻辑的教学设计，加上
语义连贯的逻辑话语， 则有助于输出的顺
畅。 从输入到输出，逻辑性强的教师话语必
然能使整个教学浑然一体，最终帮助学生得
到思维与表达同步发展，并达到潜移默化的
好效果。

四、要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应用
运用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

育的需要，语言文字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
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 因而是素质
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自身语言文字的修养，使用纯洁、健康的语
言文字更是个人修养很重要的一部分。 普通
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是
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 能用标准的普通
话恰当地表达词句、文章的思想感情，可以有
效地增强语言的文明感和美感。 同时影响、吸
引学生去学习运用普通话， 达到美化语言环
境、消除地方语中的谬误、剔去方言中部分粗
俗词句的目的。

总起来讲，语文课堂教学，要充分应用和
注意课堂语言的艺术力、感染力。 对于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学工
作改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都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

论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
衡阳市衡南县茅市镇斗山初级中学 龙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