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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四少”话转折
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 王纯智
我是一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曾
经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 28 年。20 多年的军旅
生涯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要想在思想上求
得进步，事业上有所成就，显然离不开诸多因
素。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面临人生第二次转折，
怎样走好人生旅途， 是我们军转干部考虑最
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自觉做到
“
四多四少”是
极为重要的。
一是多读好书，少点空虚。 一本好书如同
一艘船， 能带领你从狭隘的港湾驶向生活广
阔的大海。 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日趋信
息化，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学习能力已成为
社会、企业、单位和个人适应时代把握变化的
核心能力。 高尔基说：
“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
梯。”毛泽东同志说：
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邓小
平同志说：
“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在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
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胡总书记提出了
“
要创建学习型社
会。 ”，并再三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然而对于我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
干部来说，面对工作角色、环境、性质都发生变
化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心态、转换角色、读书学
习，应对新的挑战尤为重要。时下，我们有一些
干部认为自己到地方工作年龄没有优势、发
展受限、存在养老的思想，对第二次创业缺乏
信心，有的不注重读书学习，甚至沉湎于打麻
将、玩扑克、串门子，从而导致思想滑坡，精神
不振、生活空虚、无所事事，这与不读书、不学
习有直接关系。 因此，多读好书、虚心好学，不
断给自己充电，这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是现
实需要。我们作为党的干部，要为创造
“
学习型
社会”作贡献，首先要搞好自己的学习，要把外
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 要把多读好书
成为自己的一种兴趣、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

求、一种生活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
为懂经济、懂管理、懂科技的行家里手，这样
你的眼界就会开阔，思维就会敏捷，头脑就
会清醒，生活就会充实，工作上就会有强大
的精神推动力。
二是多交好友，少走弯路。 近君子，远小
人；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近君子可以陶冶情
操，近小人会导致身败名裂。多一个好朋友，事
业上就多了一份成功的希望，人生旅途就会少
走一些弯路，相反，多一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人
生道路上就多一个陷阱，多一份危险。 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一些干部由于受庸俗关系学等不
良现象的影响， 消极地信奉“
朋友多了路好
走”、
“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等歪理。在这种思
想支配下，交友良莠不分，什么样的
“
朋友”都
交，认识了就来往最终因交友不慎失足成千古
“
仲父”，
恨。古代齐恒公拜管仲为相国，尊称为
在军国大计上对他无不言听计从，但齐恒公没
有听从管仲临终时遗嘱，因交友不慎，重用小
人，导致齐恒公死后三月还没有落葬，弄得尸
身腐烂，蛆虫乱爬。一代呼风唤雨，号令四方的
春秋霸主落得如此下场。 这说明交什么样的
朋友并非小事，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条件下，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只有做到端正
动机，把握原则，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慎重交
友，才不误入歧途，不留终生遗憾。
三是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江泽民同志在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
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
险就是脱离群众。 把这一要求落实到行动上，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
“
少说漂亮话，多做实在
事”这既是为官之本，也是百姓的期望。列宁在
1919 年撰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
“
少
说空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
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 ”事隔 81 年，想一想

列宁的话，深感其真理的力量巨大。 我们作为
一名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继续保持和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多为党、为人民做点实在事、平常事和好
事。做实事、平常事关键要有平常心，要有淡泊
名利，不好高骛远，不眼高手低，不心浮气躁，
平常心态去做好组织和领导交办的每一件事，
尤其是百姓关注的每件事。我们切忌大事做不
来，小事又不做，虚度光阴，碌碌无为，从而失
去组织的信任、百姓的信任。
四是多想问题，少些失误。 人的一生不可
能一帆风顺，它会经历许多坑坑坎坎，难免会
遇到许多问题，只要我们遇事不慌，沉着冷静，
认真思考，作出正确判断，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也是立足人生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对于我
们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怎样
开创工作新局面，走好第一步，避免工作上的
失误，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多想问题的关键
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切莫懒惰，人的思想一旦懒
惰，道德修养就差，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就弱。
联系实际不难发现， 一些党员干部犯错误，常
常是同思想懒惰密切相关，不读书、不学习、不
修养、不实践、不作为，个人主义膨胀，真善美、
假恶丑自然分辨不清。想懒惰，理论水平就低，
政治上就会迷失方向。 孟子曰：
“
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一位党的干部，政治
上的成熟是以理论上的成熟为基础的，思想懒
惰了，就会缺乏基本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在大是大非面前犯糊涂，也很难保持党的
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群众观点、组织纪律、原
则就会淡化， 这就难免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甚
至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懒惰，工作不可能有作
为。面对改革开放的今天，新的情况、新的问题
会不断出现，不开动脑筋、不思考问题、不调查
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 工作不仅平庸，而
且在单位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提高物理教学的有效性
临湘市实验学校 李月勇
从教物理 20 余年，一直注重学生物理学
习兴趣的培养， 现谈谈如何运用兴趣自主与
情感因素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的一些方法。
一、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先导
初中物理学有很多概念、定律和公式，文字
表述一般都比较抽象枯燥， 学生不易理解和掌
握，使部分学生出现畏难情绪，认为物理难学。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学
习兴趣是引导学生学习入门的金钥匙， 这是促
进学生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对学生学
习兴趣的培养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运用实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
“
想学”
人的认识规律是：“
实践—认识—再实
践”。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
“
最好的教育就是从
生活中学习”。 物理本身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
紧密相联的学科，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
巧设问题，将抽象的知识与实际相联系，保证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得到满足，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2、让学生自己当老师，充分体现学生的
自主意识
强调能者为师， 才能充分体现和实现
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上让学生畅所欲言，
尽情表述自己的意见、讨论、争论，直至面
红耳赤， 教师适时、 适当地给予解释或分
析，这不仅不能埋没教师的地位，更能体现
教师把握教材、驾驭课堂的能力。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有时一题有多种解法，因此教
学中我采取学生交流， 教师归纳讲解的方
法。通过不同学生的不同解法的展示，使学
生意识到知识的灵活性， 增强了学生对物
理的兴趣和信心， 对整个班集体的学习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自己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让学生获得尽可能
3、客观、公正、合理地评定学习成绩，巩固 充分自由的发展，尽力给予融入学生血液的鼓
兴趣
励性评价，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1、以情导学，激发兴趣
学生、家长、社会都会把分数看得很重要，
考分低就认为学生失败了， 而不考虑是否在原
初中学生孩子气十足， 很容易感情用事，
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根据这一心理特征，教师 与科任教师关系融洽的学生，多数偏爱所教的
应掌握好测验与考试的难度， 以巩固学生的学 学科，好象是与老师的一种情感交换。 针对这
习兴趣。 出题要把握两大原则：一是教材双基内 些现象，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做到课内充满情
容要由浅入深注重基础； 二是要保证测验的平 意，课外充满人文关怀。 与成绩较差的学生交
均成绩控制在 70 分左右不能太难。
朋友， 课堂里把一些简单的问题交给他们回
二、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策略，使学 答，回答正确及时表扬，回答错了，用和蔼的态
生
“
会学”
度详细讲解；课后与他们谈心，指导他们解答，
1、学生是一个天性使然的探索者。 要充 细心洞察这些学生的闪光点， 及时给予肯定，
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 树立自信心。 从各方面去亲近帮助他们，以
程中， 教师必须注重教给学生符合物理学科 “
情”动人。 当学生把我当成朋友时，自然就喜
特点的思维方法和技巧， 如引导学生进行科 欢我所教的学科了。
学猜想、自我质疑、自主探究、实验探索等活
2、关爱学生，以感动人
动，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逆向思维、创造思
教师的言语、行为、情趣、人品是影响学生
维，提高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良好 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 2001 年上期我任教班
的思维品质，使学生学会学习。
中（52C）学生刘鹏，父亲是在监服刑人员，母
2、教学中充分暴露学生认识的矛盾。 让 亲改嫁，与弟弟伴随年迈、几乎丧失劳动能力
学生在自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 教师只需适 的爷爷、奶奶生活，生活十分艰难，她学习成绩
当地加以引导和帮助。我认为，注重自主学习、 原来只是中等，面对家庭的情况，准备辍学。我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教师在课堂设计上应有 两次翻山越岭，找到离校 20 多里远的刘鹏家，
三个环节：一设问质疑；二在问题、矛盾冲突中 要求她回校读书。 经请示学校领导，减免了该
解决过程中学习； 三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对知 生的学杂费，并发动全校师生献爱心，我作为
识的小结。
班主任带头捐了 200 元钱， 并利用课余时间
三、真正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是教学的 给辅导拉下的功课， 该生终于放下思想包袱，
先驱力
发奋学习， 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中学——
—临
素质教育理论的三大要义之一： 面向全 湘一中。
体学生，此理念体现的是教师的博爱。 正如陈
总之，教学中应以
“
兴趣”、
“
自主”和
“
情
垣先生教导我们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可 感”作为教学的基石，才能切切实实提高物理
以讥笑学生，只要教师心中充满爱，就可企望 教学的质量。

构成我们学习最大障碍的是已知的东西,不是未知的东西。 ——
—贝尔纳

理论

C5

英语课堂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
言语技能， 强调实际运用语言的能
力。 我曾经教过的七年级英语 Unit 6,Topic 1 Is there a sofa in
your study？ Section A，主要学习一
些介词和介词短语的用法， 重点学
习“
There be”句型，并运用这一句
型描述房间及陈设。
结合新的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关
注每一个学生， 促进每一个学生身 桃
江
心健康的发展，培养合作、探究与自 县
主创新的精神， 我把整堂课的教学 桃
过程作了如下安排：１、 复习导入 花
江
２、展示图片，介绍相关词汇 ３、听 镇
录音，了解课文大意 ４、把握重点 花
词汇、句型 ５、运用图片，操练句型 桥
中
６、小组活动，编排对话并表演。
学
回顾一下这堂课， 我认为有以
下方面做得比较好。
秦
1、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全面 艳
明
发展和终生学习奠定基础。
通过展示我自己精心绘制的图
片，一下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利于使学生集中精力专注于后面
的词汇学习， 而且整堂课中鼓励全
体同学参与其中， 让每个学生在原
有的基础上都有新的收获， 体验学
习英语的快乐。
2、充分体现了教师是教学活动
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教学理
念。
纵观整个教学过程， 第一第二
部分教师指导学生学习， 其余部分均由学生自主完成，教
师只在必要的时候作出评价总结，这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原则，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展创新
精神。
３、重视情感教育，创设宽松与和谐的课堂氛围。
平时注重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课堂上微笑面对学
生，对学生的表现多加以赞扬和鼓励，使学生在课堂上敢
于说，敢于表演。 如学生练习
“
There be”句型说句子时，老
是用 Ｔhere is ， 而不注意后面接复数名词时须用 There
are．这时，我会微笑着帮他们纠正，鼓励他们再说下去。 这
样，学生克服了害怕说错了挨批评的心理，而能继续发挥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从而进一步挖掘学习的潜力。
而细想本堂课的所有环节，我觉得自己在如下方面有
待改进和提高。
１、把握教学内容的层次性
本堂课中，许多学生能积极踊跃地参与到句型操练与
表演中，且掌握较好。 而少部分同学因没能掌握好相关的
介词短语、其他词汇，显得有点被动。 这样就形成了两级分
化，因而要注意教学内容要有深浅之分，让不同的学生取
得不同层次的学习效果，避免出现有的学生
“
吃太饱”而有
吃不到”的现象。
的学生
“
好的学习方法，是学生最感兴趣、最能取得学习效果
的方法。 由于本堂课词汇较多，there be 句型的运用又包
括了一般疑问句及其回答，整堂课显得内容较多，学生难
以记清和掌握，我忽视了教会学生运用语音知识、联想对
比等方法来记忆单词，从而影响整个教学效果。 在今后的
教学中，应当注重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
2、进一步关注潜能生
潜能生往往学习基础差，积极性又不高，课堂表现总
是不太令人满意。 本堂课中，小组活动时，有的潜能生没有
能力完全参与其中，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过多的关注与
帮助。 今后的教学中，应加强与潜能生的情感交流，多辅导
他们，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的兴趣，从而转化
潜能生，整体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3、建立长期、有效、合理的评价机制
一节课中，每个学生的表现，教师都要心中有底。 平常
的教学中，往往对表现出色的学生，加以“
Very good！ ”、
Welldone！ ”等赞美就过去了，而没有建立一套合理的评
“
价制度，让学生充分体验学习的成就感，进一步激发学习
的动力。
教学活动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需要教者具备
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技巧，掌握一定的教学理念，同时
又是不断变化与创新的。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一
定不断充实、不断反思与不断完善，致力创新，着力提高英
语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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