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改善儿童打呼噜

儿童打呼噜应及早发现并治疗。 专家建议，

如果您想帮助宝宝改善打鼾的情形，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1、改变睡觉姿势，试着将头侧着睡；

2、营养方面要保持均衡，家长应有意识地控制儿

童饮食，防止因营养过剩而出现肥胖，已经肥胖

的宝宝要减肥；3、 保证儿童作息时间的规律性，

减少睡前的剧烈活动；4、 注意增强身体抵抗力，

减少各种急、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避免炎症

引起的上呼吸道阻塞；5、详细检查身体：请专科

医师仔细检查排除隐患，必要时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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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安峰

“丢丑”的公开课

长沙市马王堆小学 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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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一、 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1、教师播放风声，提问：这是什么声音？ 你对

它有什么了解？

2、今天我们来学习《画风》，看到题目你有什

么问题？

二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边读边标出生字，画新词。

借助拼音读一读。

2、指名读课文 1-3自然段

3、自读课文，想一想文中的小朋友画出风了

吗？ 他们是怎样画出风的？

三、自主探究，理解课文。

课件出示三幅图， 看图说一说他们是怎么画

风的，你最喜欢谁的画？

（1） 课件出示赵小艺的画，让大家从画面中

感受到风。

出示句子：只见她在房子面前画了一根旗杆，

旗子在空中飘着。 赵小艺笑着说：“我还能画！ ”她

画了个拿风车的小男孩，风车在呼呼地转。

谁能再读读这句话，让我们都感觉到风来了？

指名读，师生共评，齐读。

（2） 课件出示陈丹的画，找一找，风藏在哪儿

了？

出示句子：陈丹说：“我也会画风了”。说着，她

在大树旁边画了几棵弯弯的小树。

指名朗读，读出风来了的感觉。

（3） 课件出示赵小艺的画，找一找，风藏在哪

儿了？

出示句子： 宋涛想了想， 他把画上的太阳擦

去，画了几片乌云，又画了几条斜斜的雨丝，说：

“下雨了，风把雨丝吹斜了。 ”

语言训练：风到底藏在哪里了呢？ 你能用“风

来了，风把 吹 了，风藏在 里。 ”

这样的句式说一说吗？

四、总结拓展。

三个爱动脑筋的小朋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变成了画。 你能画风吗？ 你想怎样画呢？

桑植一直以来被称作“民歌之乡”。 作为

土家、苗族、白族等多种民族集居的老区，能

歌善舞的桑植人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

直用古老的歌谣繁衍着民族的优秀文化。

2008 年桑植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为了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当地

学校应该开发校本课程， 把桑植民歌的传承

融入到学校课程教学中去。

学校可以聘请对桑植民歌有一定研究的

专家学者或者经验丰富的教师结合学校、学

生实际，编写内容完整、重点突出、讲解详细

的教材， 改变过去由上辈口传身授带来的缺

点与不足。 教学的形式也应该由过去一对一

传授的模式变为集体授课的方式。 这样有利

于从整体上提高全县人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

的掌握和认识。

教育主管部门应为民歌传承教育创造条

件。首先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课程改革的

目标就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进一步提

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需要。学校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开设有民

族和地方特色的课程十分重要。 政府和教育

主管部门应该懂得：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不仅

是学校和教师的事，应设立专项经费，出台专

门政策，积极创造条件确保这些课程的实施。

其次要加强相关教师的业务培训。 一方

面，要树立教师专业化观念，加强对专任教师

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要

鼓励教师与当地有经验的长辈交流， 让他们

掌握本校本课程的特点和要求， 做到上课时

游刃有余。

再次，建立规范合理的科学评价方案。 教

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学校的校本课程与教材评

价工作，建立适当的评价指标。 在评价中，对

校本课程的利用情况要占一定的比重， 以保

证校本课程应用的政策环境。

最后，在教学组织中，要利用多种手段，

各种活动，使桑植民歌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扬

光大。 课程教学是文化传递和文化整合的最

重要组织形式。 教师在上课时要使学生认识

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还要意识到

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不是单一追求原汁

原味， 要鼓励提倡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扬光

大。

桑植县第一中学 吴朝晖

民歌传承入课堂

女儿两岁， 对事物的认知还十

分朦胧。 有时问她：“眼睛的作用是

什么？ ”她会告诉你：“流眼泪。 ”“那

鼻子呢？ ”“挖鼻屎。 ”

在成人看来， 女儿的回答有些

可笑，甚至是答非所问，但站在孩子

的角度， 这何尝又不是她经过仔细

思考后得出的答案呢？ 每每孩子说

出这些话时， 我总会不顾家人的大

笑，给孩子竖起大拇指以示表扬。 可

作为老师，我似乎总是忘记这一点。

课堂上某个孩子大胆举手答

问， 我会因为他的答案不太靠谱予

以否定或者置之不理。 我会努力地

寻找我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答案，只

对它大加赞赏。 渐渐地，我发现课堂

上举手的学生越来越少， 课间再没

有孩子围着我问这问那。 曾经那群

天真、 活泼的孩子失去了往日的那

份灵动，更增添了一份愚钝；我的课

堂中少了那份生气盎然， 更多了份

沉闷。

也曾听同事谈起她的女儿，一

个喜欢读书、写作的小姑娘。 她有两

个作文本，一个是交给老师看的，一

个是写给自己看的。 她曾认真地对

妈妈说：“我知道老师喜欢哪类作

文， 这个交给老师的作文本上虽然

有些不是我的真心话，但准能打 A。

这个放在家里的作文本上才是我的

真心话， 可惜交给老师肯定打不到

A。 ”

这番话让我深思。 是什么让我

们的孩子放弃了自己的思想？ 是老

师不经意的否定和置之不理的神

情。 为什么要吝啬那份表扬与鼓励

呢？ 学生在思考、敢表达就是一种进

步，一份收获！ 从今天起，用心倾听

孩子每一句话， 哪怕他的回答不是

标准答案，哪怕他的想法很幼稚。 维

护他们小小的自尊心， 就能走进他

们心里。

湖南省儿童医院五官科护士 黎晓静

小儿突起声嘶莫小视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刘朝辉 余浪

急性喉炎多继发于上呼吸道感染， 起病常

较急，患儿多有发热，常伴有咳嗽、声嘶等。初起

声嘶多不严重，哭闹时有喘声，继而炎症侵及声

门下区， 则成哮吼样咳嗽声， 夜间症状常见加

重，病情重者可出现吸气期喉鸣，吸气期呼吸困

难，严重患儿口鼻周围发绀或苍白，指趾发绀，

有不同程度的烦躁不安，出汗。 如不及时治疗，

则面色苍白，呼吸无力、循环、呼吸衰竭、昏迷，

抽搐、甚至死亡。

专家提醒： 发现孩子有流感等上呼吸道炎

症要及时诊治，对出现有急性喉炎症状的患儿，

更应及时就诊治疗，随时观察病情变化，千万不

能小视，以防不测。

大学毕业我分配在乡村中学。 那是

一个交通闭塞、 偏僻落后的穷山沟，离

县城一百多里。 想到成绩不如自己的同

学都能在城里的机关、报社上班，我真

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就在这时，学

校要我在初一年级上堂公开课，因为我

是那里唯一读过大学的老师。

那天听课的老师很多，连县教育局

长也来了。 上课前，有个老教师意味深

长地对我说：“你可要好好表现一下呀，

要是被局长看中了，就有希望调到县城

去！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着一定

要把课上好，给局长留下个好印象。

上课了，我讲的课文是童话《皇帝

的新装》。 辩正字音、分角色朗读课文、

复述课文内容……教学步骤进行得有

条不紊，我还特意用上了精心制作的幻

灯片，幻灯片把骗子和皇帝、大臣们的

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看到听课的老

师，包括教育局长，都很专注，有的还不

时点头微笑，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我觉

得这堂课快要大功告成了。

就在这时， 班长唐思突然举手站起

来说：“老师，我有疑问，课文中的孩子为

什么要说真话呢？”我解释：“作者主要是

借孩子之口揭露当时社会的虚伪狡诈，

因为孩子不会像成人一样说假话……”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学习委员宋雁站起

来说：“老师，你希望我们以后是说真话

还是假话呢？ ”我听了一愣，说：“当然要

说真话！”“好，老师，我们就说真话！”宋

雁非常认真地说：“你以前上课从来不

用幻灯片， 为什么有老师来听课你才

用？老师你能说真话吗？ ”一石激起千层

浪，这下教室里可热闹起来。 我的脸涨

得通红，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童话中的皇

帝，众目睽睽之下赤身露体。 幸亏下课

铃及时响起，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

场。

听课老师走后，我把唐思、宋雁一

帮“肇事者”叫到了办公室。

“你们说，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老师为你们起早摸黑，你们却要这样跟

老师唱对台戏！ ”我在办公室里痛快淋

漓地训着这些学生，学生们个个像霜打

的茄子，低头不语。

等我的气消了一些，唐思才怯生生

地说：“老师，你要走是吗？ ”我愣住了：

“谁说我要走？ ”宋雁说：“我在上课前听

到一个老师和你说的话了，所以我们才

商量着让你上不好公开课，这样你就走

不了啦。 老师，你不要走好吗？ ”孩子们

的眼神里充满真诚与乞求，有的女生还

抹起眼泪。

原来是这样！ 我的喉咙好像被石块

堵住了，怎么也说不出来。 猛然间，我想

起很多年前自己也是贫困山区的学生，

为了求学爬十几里的崎岖山路，为了老

师的离开伤心难过，痛哭失声，什么时

候自己变得自私起来，只想着自己的名

利和前途，却忘记了这些孩子？ 我的眼

睛有些发潮， 一字一顿地对孩子们说：

“只要你们在学校上一天学， 老师就在

学校教一天书。 ”孩子们都笑开了花，大

声欢呼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却再

也忍不住滚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