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新 国 药 治 疗 皮 肤 顽 癣
精神文明单位 全国人民的健康卫士

医学奇迹 保护心脑肾 不易复发 不易反弹
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总院牛皮癣专研中心是医学

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该院经
过 10年潜心研究和临床观察成功破译出牛皮癣的
发病机理，从几十味天然名贵的中草药中提取有效
成分，经高科技浓缩萃取提炼，成功研制出治好牛
皮癣的抗复发良药【协和·克癣胶囊】。 此药克服了
传统药物治标不治本、且易反复发作的弊端。 服用
10~15天明显见效。一般 4-6个疗程就可以康复。该
药疗效专业，具有以下特点：

1.药材源于纯天然物，安全可靠，药物经肠溶吸
收，不损伤肝肾胃，使用安全。 2.能靶向发挥，药力
直达病灶，体内净血排毒更全面。3.药力强劲，不但
能迅速杀灭表层病菌原体， 而且能杀灭深层的致
病原体，捣毁病菌繁殖环境，阻断血体蛋白变异，
阻断牛皮癣的基因复制。4.深层护理，改善微循环，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恢复皮肤细胞再生功能。 5.药
物中含有大量的基因调节素和抗复发免疫因子，
从而提高自身抗病能力，并产生抗体，使身体对牛

皮癣病毒具有免疫功能， 可防止复发， 摆脱以往
“治疗好转—临床治好—停药反弹”的怪圈。

敬告患者：【协和·克癣胶囊】在各大医院临床
已经结束，目前由本院直接向患者供药。 为使这一
科研成果更好地为民造福，本院特举行“献爱心·
送健康”大型优惠活动，从即日起药费一律半价，
活动期间购药，买二个疗程药品送一个疗程，买三
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药品。 全国各地均可办理药到
付款，低风险购药。

本院承诺：该药属于纯天然中药产品，采用高
科技防伪标志。 凡购药者，一律发放医疗承诺卡，
服药十天无效可退货，停药 10 年偶有复发者免费
指导治疗。

全国免费热线 ：4006-598-168
24小时康复热线：010-51657142

详细网站：www.bjxhnpx.com

咨询专家:李主任、曹主任、安主任
研究单位：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总院牛皮癣专研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兴丰北大街 139号）

班主任手记

王小杰有点怪怪的———他写字、打篮球时
使用的是右手，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却成了
左撇子。

为了不让同学们发现他的秘密，每天中午
他从食堂打完饭后，悄悄地潜入教室，独自一
个人坐在座位上用左手吃饭。

有一天中午，有几个同学闯了进来，看见
王小杰在用左手吃饭，很是好奇，围着他问这
问那。 王小杰被问得神色黯然，一句话也没有
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出了教室。 不一会，
班长跑过来对我说，王小杰躲在教学楼后面五
（一）班的环境区内吃饭，被扣分了。

我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找到王小杰后，便
劈头盖脸地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问他为什么
不好好用右手吃饭。 王小杰没有说话，眼睛红
红的，眼眶里盛满了眼泪。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到教室去查堂，发现
王小杰的座位空着，一问才知道说他感冒发烧
了，请了假回家。

我担心他的安全，到他家里去看看。 刚到
他家门口， 便看见他妈妈领着他从医院回来。
一位五岁左右的小女孩跟在他们后面，长得很
清秀，可是右臂却没有了。 王小杰指着小女孩
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妹妹，在读学前班。

中午吃饭时，王小杰的妹妹首先用左手拿
起了筷子，接着全家人都像她一样用左手拿起
了筷子，我顿时醒悟了，筷子也不由自主地从
右手换到了左手上……

从王小杰的家里出来后，我全身被一种亲
情的温暖包围着，我很后悔自己不问青红皂白
地批评了王小杰，深深伤害了他美好又善良的
心。 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我要早点赶回
学校，把王小杰左撇子的秘密告诉班上每一个
人。

左撇子的秘密
祁阳县八宝镇黄市完小 黄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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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贞

一份特殊的约定
教师博客

豁然开朗

教学参考

《黄山奇石》第二课时
教学设计

长沙市芙蓉区曙光路小学 周雅兰

教学目标：
1、掌握 8个生字的笔划笔顺。
2、体会对黄山奇石的赞叹，背诵自己喜欢

的部分。
3、喜爱黄山，向往去黄山看奇石。
一、复习导入
摘仙桃游戏：（出示仙桃形生字卡片）你喜

欢哪个仙桃就拿起哪个，高高举起，带领同学
朗读，并为仙桃找朋友（组词或找出形近字），
练习用字词说话。

二、精读
1、师有感情略带夸张的语气范读，要求学

生认真听，用心感受黄山石的奇。
2、学生分组自由朗读。 做到有感情。
3、 选读汇报。 喜欢哪部分就练习读哪部

分，再上台展示。
三、诵读
1、多媒体出示课文中的插图，引导学生观

察说出自己感受，体会黄山石的奇特与美丽。
2、配乐齐读全文。
3、自由练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再试着背

诵这一部分，比一比，看谁背得有感情。
注意：读书要有个性的体验，引导学生边

读边想边感悟，在读中感受语言的优美，进行
积累。

四、练习
1、出示“想想说说”，引导学生弄清意思。
2、小组内练习说。
3、汇报自己的成果。
五、拓展
1、现在，黄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形

怪状的岩石，让我们展开想像的翅膀，去画一
画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再给它们起些有趣名
字吧！ 画后边介绍边展示。

2、 搜集交流。 将你搜集的有关黄山的故
事、图片等资料展示出来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你
的收获。

六、写字
1、出示：巨、安、块、站。 学生认读。
2、播放轻柔的音乐让学生观察字形。
3、学生练习。 教师巡视。
4、教师范写，指导重点。 如巨，与区字形近

似，里面两笔不同。
5、学生再练写，教师指导，组织评议。

我给学生道歉
□ 吴芳芳

捷径就是最远的路
□ 张书宁

仙人指路

如何针对课题质疑
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二家河中心完小 程家双

课改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生学会质疑。课
题，是课文的眼睛。 针对课题进行质疑，不仅可
以弄清课文的主要内容，还可以有提纲挈领领
会中心等作用。 那么，如何针对课题质疑呢？

找课题的题眼质疑。 比如《可贵的沉默》，
质疑就要以“可贵”为突破口：为什么说沉默是
可贵的？ 学生通过质疑找答案，就会明白：原来
在沉默中，主人公知道了该如何表达对父母的
爱。 理解了这一点，便领会了课文的中心。

分解课题质疑。 有些课题几乎就是完整的

句子，我们可以分解课题来质疑。 如《数星星的
孩子》，可以分解质疑为：1� 、孩子是谁？衍生出：
张衡是怎样的人？ 有什么贡献？ 2、为什么数星
星？衍生出：星星有什么特点？ 怎样数的？这样
的质疑解答，对学习就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补充题目质疑。 比如《长城》，围绕这个题
目可以指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质疑：1、长城多
长？2、长城有什么特点？3、长城怎样修成的？解
答了这几个问题， 理解内容就不费吹灰之力
了。

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 16 岁
时在《休斯敦邮报》做过兼职，替报社招揽新
订户。他将客户资料逐一输入电脑，亲自上门
免费赠阅给他们两周的报纸。 周到的服务使
他很快便发展了新客户， 可不久后社长将他
辞退了， 理由是：“如果我们每增加一个新客
户，都要样经过繁琐的程序，付出巨大的体力
和精力，那么报社迟早会关门。 ”

考入大学后，戴尔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卖
电脑。他以低价从经销商那里买来一批过时
的产品，再不分昼夜地组装升级，然后以低
于市场价 2／3 的价格卖给学生， 还提供免

费上门维修服务，生意十分火爆，产品很畅
销。

一天，戴尔约见了一名计算机专家。专家
疑惑地问：“戴尔电脑已经享誉全球， 为何你
还死守着经销的业务不放呢？ 如果把资金和
人员都集中到软件研究上，不是更好吗？”“可
电脑软件研发公司成千上万， 而做最简单的
电脑直销企业却屈指可数呀！有时捷径，往往
就是最远的路。”戴尔指着存储在自己电脑里
的不计其数的客户资料说，“如果我以前就习
惯于只做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事，那么现在应
该还只是《邮报》的一个订报员吧。 ”

接了这个班已经一个月了。 上课时我告诉
学生，想订报纸的同学可以报个名。 谁知道刚
说完，一个学生就举起了手。 我对他说：“报给
语文课代表吧。 ”结果，周围的同学告诉我，他
就是语文课代表。

我很尴尬，他已经去办公室给我送过几次
作业了。 可是，班里换了个座位，我就不认识他
了。 快下课时，我公开给学生们道了歉，为我已
经犯了的错误和以后还可能犯的错误。 我告诉
了我的学生，我有三笨：一、记不住人，见的次
数少很难记住；二、记不住路，到了不熟悉的地
方从来不分东南西北；三、记不住英语单词，放
到文章中我能读得懂，一个一个拿出来，我就
认不得了。 学生们听了，开心地笑。 我知道，我
已经赢得了他们的谅解，并且我保证以最快的
速度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

记得自己读高中时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和几个同学在班里学习，数学老师想让我们
几个人帮他改考卷的选择题。 而轮到我的时
候，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他连问了我好
几次，自尊心很强的我都装作没听见，也许是
怕在我心中留下阴影，从那以后，数学老师上
课经常提问我， 考试完经常问我哪道题不会，
一道一道地给我讲。 我知道，他是用他的行动
向我道歉。

如今，我和老师犯了同样错误。 我用语言
给学生道了歉。 以后，我会用更多行动来弥补
我的过失。

又到了上公开课的时候，我比平时多
了几分关切与期待：“一定要做好预习工
作”，“上课时别忘了踊跃发言” ……学习
成绩较优秀的学生都拍着胸脯向我保证：
“老师，你放心，我们肯定捧场！ ”

正当我满心欢喜准备离开教室时，一
位男同学突然叫住了我，是一个平时语文
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他抓耳挠腮半天，不
好意思说：“老师，我想跟你有个约定。”我
惊奇地瞪大眼睛问他是什么约定。“我会
在上公开课时积极举手， 但你千万别叫
我，我可回答不出来，我只是希望课堂气
氛更活跃。”霎那间，一种莫明的感动充满
我心田，多么懂事的学生，多么贴心的“约
定”。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公开课如期进行。教室后面坐齐了全
语文组的老师， 可能是被这阵势吓住了，

前 10分钟，学生都不太敢举手回答问题。
当我提问“谁能来找出定下全词基调的句
子”时，与我约定的男孩埋下头怯怯地举
起手来，但坐第一排的他并不知道此时全
班只有他一个人举手。

要不要让他回答呢？ 在那种场合下，
我别无选择。 听到我叫他的名字，他睁大
眼睛吃惊地看着我。 果不其然，他回答错
了，并且连字音都念错了。“你很棒，对学
习有热情才能有提高，相信下次的提问你
一定能回答出来。”听到我的鼓励，本来有
点情绪低落的他慢慢抬起头来，眼里闪烁
着光芒。 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同学开始踊
跃地发言，课堂气氛也越来越好。 课终于
按预期计划上完了，其他老师们评价都挺
好，说我们班的学生素质真不错，表达交
流上似乎比高年级学生还强。

上完课后的第二天， 我找到了他，真
诚地与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约定：“首先，老
师帮你制订学习计划， 一起努力学好语
文。其次，老师上课时，会针对你的程度提
相应的问题，你要积极思考，不断进步。 ”

他听了之后，高兴得笑了，笑得那样
灿烂，那样开怀。 相信这个特殊的新约定
会让他的小手举得更笔直，回答问题的声
音更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