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前夕，在长沙世界之窗，第十届国际减压节———摇摇桥一起“开心鸭”9月8日爆笑登场，近千名教师上桥
摇摆，释放心情、快乐减压。活动将持续到9月28日，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勇敢上桥、摔一碗酒发泄，在快乐的体验
中减压。 通讯员 邓婷 记者 陈月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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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三湘彩民经常挂
嘴边的话就是“买‘壕7’，更
豪气”！全省各福彩投注站内
也是一派豪气冲天的景象，
彩民们争先恐后地体验着
“壕7”的魅力。即日至9月26
日，“壕7”全国销售激励活动
正式上线，1888万元的奖品
期待幸运的各位收入囊中。

中福彩中心在首批发行
的5.9亿元“壕7”彩票中，每本
（50张）“壕7”即开票的包装中
将附赠一张可刮开的礼品卡。

在活动期间的每日9:00
至21:00期间，通过“福彩刮
刮乐” 官方微信号扫描每一
张礼品卡中覆盖膜下的二维
码均可获得一张京东E卡。京
东 E卡的面值随机分布 ，
10-1000元不等， 累计金额
1888万元。

活动期间，累计扫描礼品
卡次数全国排名前95名的用
户， 还将额外获得一次参与
“走近刮刮乐”活动的名额。

“壕7” 彩票以土豪金为底
色，票面上再搭配闪耀夺目的钻
石、皇冠等元素，让整张彩票显
得雍容华丽，贵气十足！

“壕7”共有两个玩法，都很
简单好玩！ 玩法一是“数字比
对”，跟中奖数字对上就中奖；玩
法二是“三同图”玩法，三个图符
相同就中奖。在此基础上，玩法
一还附加了见“”中奖，奖金翻7
倍的玩法，大大地丰富了中奖的
可能性和趣味性。

“壕7” 彩票头奖高达40万
元，比大多数10元面值即开票的
头奖都要高。40万元的奖金足以
让你小小的“土豪”一把：换个车、
买个名牌包、来块名牌表，这都
不在话下，让你瞬间豪气十足有
没有？除此之外，“壕7”还有丰富
的中小奖级，保证让你能充分地
体验到中奖的乐趣。“壕7”，真豪！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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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上讲台的那天起，她
就树立起一生从教的理想；短
短十几年间，她就从一名普通
老师成长为“全国模范教师”，
曾多次获得省市区级“优秀教
师”、“优秀园丁”、“优秀教练
员”等荣誉称号；任教研员期
间，她潜心教研，甘为人梯，是
教师成长的引路人。 从教28
年，她常说，要用精心、细心、
爱心、耐心“四心”做教育……
她曾获得很多荣誉，但最自豪
的称呼还是“老师的老师”。她
就是长沙市芙蓉区教研中心
小学数学教研员殷蓉， 近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这位
“老师的老师”。

【教学方法】
课堂上大胆创新， 让数
学“生活化”

1990年， 从师范学校毕
业后， 殷蓉被分配到百年老
校修业小学，担任数学老师。
在这里， 一干就是十年，此
后， 她相继任教于朝阳二村
小学、大同小学。听过她上课
的人，总会为她自然、精湛的
教学艺术所折服。殷蓉说，以
往的数学教学重视传授知
识，学生学会知识，却不会解
决与之有关的实际问题。另
外， 学生虽然天天与数学打
交道，却对它提不起兴趣。

为此，殷蓉打破传统教学
模式， 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
在上《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示范课时，她从学生已有的知
识经验入手提出新问题，大胆
放手让学生与同桌组成小组，
通过自学、交流讨论，并将口
算、估算、笔算融合贯通，最后
提出方法探究。一节课充满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从孩子们
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
创设生动有趣的生活情景，引
导他们通过实践、思考、交流
来获得新知识，并运用知识解
决实际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让
他们发散思维， 养成好习惯，
同时发展个性、 培养创新精
神。” 殷蓉介绍， 这也是她自
2006年主持市级立项课题
《小学生数学生活化的教学实
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在很多人印象中， 从事教
科研工作就是查资料、写论文。
然而对殷蓉来说， 这是一项系
统、复杂的创新工作，她认为，
教师的生命在课堂、在学校，在
每天平凡的工作中，“课题实施
的主战场在课堂， 课题研究的
重点是课堂教学。 它更需要对
学生的真诚关爱， 对教育的满
腔热忱，勤奋、耐力和对探索的
执着。”除了省、市级课题，殷蓉
还在常规教学中做一些小研
究， 比如“怎样帮助后进生提
高”、“高年级数学教学中整理
与复习”、“对新教材的探讨”
等， 而且每学期都坚持写课后
小记，并推广经验。

【教材钻研】
走在课程改革第一线，被
称为“超人”

工作以来， 读各类教育书
籍、钻研教材、写教学日记，并
把这些应用到课堂上； 认真研
究学生，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
发，扎实地备课、上课，及时撰
写课后反思，这样循环反复，成
了殷蓉生活的重要内容。 凭着
一股拼劲， 她很快从同行中脱
颖而出。 同校的老师们对殷蓉
做出的成绩都赞不绝口：“殷老
师是上课最多的老师， 她带头
多次上各种示范课、接待课等，
且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曾有一个学期， 殷蓉尝试各种
类型的课达10次之多， 大家都
说“殷老师是超人”。

每学期开学之初， 殷蓉都
要对全区的实验教师进行教材
培训，每次老师们都早早到场，
舍不得离开，从他们眼中，她看
到了“非常满意”这个评价。

天道酬勤， 在芙蓉区数学
学科带头人中， 殷蓉创造了几
个第一：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
个从2002年至今都在课程改
革第一线的， 也就是唯一坚持
第一轮新教材实验的实施人；
第一个被外市教师进修学校邀
请前往讲课和讲座的学科带头
人……2009年她被评为“全国
模范教师”、教育系统“巾帼建
功标兵”，这一年，她才37岁。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2011年，因业务出色，殷蓉被
调入芙蓉区教研中心，从一线退居
幕后的转变让她有些失落。 不过，
在单位前辈的开导下，她很快平复
心态，更意识到“教研员是老师的
老师，通过影响老师，也能更好地
影响学生”。走进殷蓉的办公室，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紧贴墙壁的大
书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放满了听课
评课本、专业期刊和书籍。殷蓉告
诉记者，每周有两到三天，会下校
听课，一学期要记五六本。

作为教研员，殷蓉常深入一线
听课、“送培送教”，足迹遍布“三湘
四水”。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去
年11月到冷水江，当晚，同行的李
老师第二天要讲课，想到面对几百
人的大阵仗，年轻的李老师非常紧
张。这时，殷蓉在一旁安抚、鼓励，
并以身示范，陪她重新演绎上课情
景，预设学生会出现的问题，让她
安心，就这样通宵达旦，直到凌晨3
点。像这样受到殷蓉悉心指导的青
年教师还有很多，他们都亲切地称
殷蓉为“师父”。

为方便与老师沟通， 她创建
了小学数学教师QQ群，目前已有
70余人。每个月，她都会写一两篇
总结文章，发到QQ群里，供老师
们参考。“文章语言质朴，但对授课
的老师来说都是最接地气、行之有
效的意见和经验。” 性格干练利落
的殷蓉笑着说，年轻的老师经验不
足，需要教研员为他们引路，与他
们互相交流学习。 在殷蓉看来，教
师的师德体现在课堂上，教育不是
生产流水线，不能急功近利，达不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有经历反反
复复试教和打磨才能成功。“当一
个优秀教师如雄关漫道，只有脚踏
实地，从头迈步，才能一步一个台
阶，登上能看见无限风光的一个又
一个顶点。”

甘为人梯，当年轻教师的引路人 本报记者专访教研员，解读“幕后英雄”的故事

最自豪的称呼是“老师的老师”

侧记

主动当年轻老师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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