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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课堂上的“小老师”多神气！ 肖小月 摄

本报记者 肖小月

———益阳市赫山中学课堂改革侧记

桃源关心下一代

工作受省表彰

本报讯（孙泽） 桃源县农村

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声有色， 成绩

斐然。 近日，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表彰“全省

基层五好关工委”的决定》文件，

桃源县马鬃岭镇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马鬃岭镇刘炎村关心下

一代工作协会和漳江镇纺城路社

区关心下一代协会被授予“全省

基层五好关工委（关协）”荣誉称

号。 同时，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组织撰写的《大校村

官的“娃娃事”———记桃源县马鬃

岭镇刘炎村第一书记李元成》文

章入选省关工委编辑出版的《三

湘五老风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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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孩 子 主 持 课 堂

益阳市赫山中学今年的新生

入学通知书上这样写道：“这种课

堂，想说就说，老师不搞一言堂，

你们掌握话语权。 每个人都可以

走上讲台，展示才华，表达思想，

课堂就是你们表演的舞台。 ”已经

主持课堂的学生告诉记者， 自今

年春季开学实行课堂改革后，课

堂气氛活跃了， 学生成为了课堂

上的主持人，在这个学校上学，他

们很快乐。 校长告诉记者，这种变

化源自“三变五环课堂指南”教学

模式改革。

所谓“三变五环课堂指南”，

即： 老师变课堂讲课为课堂导课、

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变被

动完成任务为快乐学习；五个环节

为：自学、探究、点拨、展示、测评。

该校校长徐秋平说，教育的根

本是育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个

性发展才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课改

实际上就是改变观点和模式，相信

学生、解放学生、发展学生是课改

的灵魂。 就是要改变以往老师台上

滔滔不绝，学生台下昏昏欲睡的状

况。 老师由讲课变成导课，采用启

发式教学， 老师成为导演抛出问

题， 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寻求答案，

给他们营造了一个主动、快乐学习

的环境。

记者在随堂听课时发现，每个

学生手里都有一份《自学指南》。 徐

秋平介绍，这是为了帮助孩子们课

前预习。 老师们精心制作的试卷，

目的是让孩子们自己找出重点、难

点和疑点。 有了这种试卷，课堂上

有人提出问题后，老师稍作启发点

拨， 全班同学就会一起探讨解惑，

直至找出最佳答案，使每个学生都

积极主动参与， 激发他们的兴趣，

刺激他们的表现欲，让他们争先恐

后成为课堂上的主持人，这样可以

让孩子们学得更活， 记得更牢，无

形中就把知识融会贯通。

在 237 班的语文复习课上，孩

子们针对“知识越多，是否思想道

德品质就越高尚？ ”展开了一场大

辩论。 正方认为，知识越多，对事

物的认知就越透彻， 自我约束能

力就越强， 无疑思想道德品质就

越高尚。 而反方则说，在当前物欲

横流的时代，诱惑越来越多，在利

益的驱动下， 难道知识越多就经

得住考验和诱惑？ 贪腐受贿者，难

道就没有学识吗？ 孩子们敏捷的

思路及有理有据的见地， 让现场

的许多成年人大感惊讶。 更让人

想不到的是， 这些孩子中大部分

来自农村。

在整个课堂上，任课老师汪芳

似乎成了局外人，只是偶尔点拨几

句。 事后她说，这种局面早已司空

见惯，几乎每堂课学生们都会为捍

卫自己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 她

认为这是件好事情， 在学习知识

中， 释放出孩子们的天性和个性，

才能使他们茁壮成长，早日成才。

242 班的江山在日记中写道：

以前上课总是开小差，不想听老师

念经。 现在老师成了听众，我们成

了主角，大家自由发言、提问、评论

和疑问，在快乐中学习知识，我感

到很幸福。

学生家长李旭红听课后表示，

这样的课堂改变了过去“满堂灌”

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孩子们都

活跃起来，积极参与，自己思考，深

刻理解， 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既不用死记硬背，又能够轻松快乐

学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明家小学教师家长

千里连线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尹冰）“老师，

我是您班上周贤的家长， 孩子已经安

全抵达， 请您放心……”7 月 6 日，洞

口县醪田镇明家小学的尹老师接到一

个学生家长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至此，

他班上 15 名留守儿童已经全部安全

抵达父母身边。

每年暑假， 该校大部分留守儿童

的父母都会托人将孩子带到自己的身

边，来弥补亲情上的缺失。为确保这些

学生的安全，放假前夕，学校就会通过

会议、公开信、电话等方式，告诫家长

要注意孩子暑期的安全教育， 特别是

乘车安全与交通安全等。 真正实现了

学校、 家庭相结合的安全教育管理模

式。

玉潭中学

“摔”出破格录取生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新湘） 宁乡

县玉潭中学高中部近来喜讯不断，在

今年高考预录中， 该校又有 4 名同学

以摔跤特长被武汉体育学院和天津体

育学院破格录取。至此，该校通过摔跤

特长已培养国家级运动员 48 名，为省

专业队和全国各高等院校输送了优秀

人才 16名。

玉潭中学摔跤队创建于 2004 年

6 月，董事会先期投入 15 万元购置了

一张摔跤垫和部分配套设施， 利用一

间大教室作为训练馆；2008 年董事会

又投入 200 多万元新建一座 1000 多

平米的高标准训练馆， 另外又添置了

一张摔跤垫、 一套专用力量组合器械

和 20个专用布人布袋，为学校摔跤队

的日常训练创造了优良条件。

目前， 玉潭中学摔跤训练基地是

市级二类训练基地， 硬件设施可列省

内业余训练基地第一。 学校把摔跤后

备人才基地的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

置，围绕人才基地建设，制定了相关的

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并提供优质的后

勤服务，教练员的工作责任心、事业心

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学校多次

聘请省摔柔跆管理中心领导及专家来

校指导工作， 并多次派教练员和运动

员外出学习观摩， 硬件和软件设施齐

头并进。现在，武汉体院、天津体院、哈

尔滨体院等全国知名院校慕名前来并

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 为大部分队

员架设了一条直通大学之门的桥梁。

赫山安监局肯定村校安全经验

本报讯（通讯员 唐彤） 日前，

泸溪县洗溪学校投资 15 万元的塑

胶跑道如期竣工。尽管正在暑期，可

很多孩子闻讯赶到学校提前“过把

瘾”。他们尽情地跑着、跳着，兴奋地

说：“过去只在城里学校看到的塑胶

跑道，现在我们农村学校也有了。 ”

该校孩子们以往只能在土石路

上跑步，晴天一天灰，下雨一身泥。

这条塑胶跑道建成以后， 学校才有

了真正意义上的跑道。 新建塑胶跑

道表面均匀坚实，接缝平直光滑，耐

磨性强，孩子们在上面跑跑跳跳，感

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为竭力缩小城乡学校差距，泸溪

县积极筹措资金， 逐步改善农村学校

办学条件， 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一

样，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据了解，该

县与洗溪学校同期兴建塑胶跑道的还

有浦市中学、合水中学、达岚学校、长

坪学校、马王溪村小等 5所农村学校。

泸溪 6所农村学校同期修建塑胶跑道

本报讯（通讯员 曹灿辉 刘江

龙） 7 月 8 日， 赫山区安监局牵头

组织乡镇安全生产负责同志 50 人

到岳家桥镇大泉学校， 学习该校

“平安校园”创建经验，并对该校在

岳家桥镇“省级安全生产示范镇”

创评工作中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

分肯定。

今年上半年， 岳家桥镇顺利通

过大泉学校“省级安全生产示范镇”

迎检验收。为推介经验，赫山区安监

局组织各乡镇安监站与相关企业负

责人到该校取经。

近两年来，大泉学校积极开展岳

家桥镇“省级安全生产示范镇”中的

“平安校园”创建工作，不但成立了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创建工作方

案，而且指定了专人负责，安排了专

项资金，完善了安全制度，增加了安

全设施， 开展了一系列安全教育活

动，突出了“校园安全”主题。

北大学生

在苗乡现身说法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川 陆亚 聂

方勇） 近日， 麻阳县 500 多名师生及

学生家长聆听了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的 10名优秀学生举行的“走进

北大—我的成长之路”专场报告会。会

上， 北大学生讲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

和成才之路， 他们精彩的报告赢得了

听众的阵阵掌声。会后，麻阳学子就各

科学习方法及高考前心理调整等问题

与北大学生进行了交流， 北大学生用

他们的亲身经历做了详细的解答。

据了解，7 月 1 日，北大政府管理

学院 10 名学生来到麻阳，进行为期 5

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进村入寨，进

行实地调查，通过组织相关人员座谈、

听取汇报和查阅资料等方式， 对麻阳

苗族文化、 风土人情特别是少数民族

教育情况进行调研。

陈先生家里房子刚装修好，冰

箱也用了十多年了，家电以旧换新

政策实施以来，一直想以旧换新换

一台新冰箱。 早上来到附近的一家

海尔社区店，想咨询如何办理以旧

换新，一位自贡海尔社区的服务工

程师杨志热情详细地解答了以旧换

新的事项 ， 并推荐了一款型号

BCD-216SD 冰箱， 师傅讲得很专

业，我决定购买这款冰箱。 两个小

时不到杨师傅就送冰箱到了我家。

他进门进行了自我介绍， 并出示上

岗证，穿鞋套，进门后递到我手里一

张监督卡， 说：“请您监督我们的服

务”，细致入微的服务，让人感觉非

常舒服。很快就将旧冰箱搬了出来，

并将新冰箱安装好调试到位。 还清

理了现场卫生， 检查了家里的用户

情况， 给我讲解冰箱怎样使用及保

养知识。 海尔社区店服务销售一体

化方便居民， 年前准备添置台平板

电视，我还会选择海尔。

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淘汰了

很多耗能大、失真多的产品，人们

的消费都回归于自然和享受尖端

产品的理性阶段。我家里也添置了

一台当今较为流行的海尔平板电

视。 回想起那天安装电视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那天海尔金欣的服务

工程师带着海尔平板电视来到我

家， 在精心设计好最佳安装位置

后，他们就忙开了，一边安装一边

给我详细讲解注意事项。当我看到

我家那台坏掉的取暖器时，不由的

问道：师傅你们可以帮我修理一下

取暖器吗？师傅们微笑着道：行。一

番修理，取暖器在他们手里又开始

了工作。 放好取暖器，师傅们就微

笑着准备离开，我赶忙说道：你们

还没有收取额外的维修费用啊。谁

知道他们却说：没有什么，能帮到

用户是我们的荣幸。时至今天我都

感到取暖器依然传递着海尔人带

来的温暖。

海尔传递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