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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保持在全省前列并不断
提高，尤其是高考成绩逐年大幅提高，从 2009 到 2013 年连
续五年我市的本科一、 二批上线率均较大幅度地高出了全
省平均水平，2010 年我市文、 理考生总分均分已跃居全省
第二。 2013 年，我市考生文科总分均分及各学科均分 5 项
指标居全省第一， 理科总分均分及各学科均分 5 项指标居
全省第二，其中文科总分均分 441.56 分，高出全省 34.4 分；
理科总分均分 418.83 分，高出全省 19.93 分。高中教学质量
的快速提高在全省引人注目，我们的做法是：

一、从“实”入手抓质量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项实打实的工程， 来不得半

点虚假。 这些年我们围绕一个“实”字，在抓质量上狠下了
一翻功夫。

1、落实教学常规，加大常规教学视导力度。
近 5 年来，我院教研员每年人均下校 50 多天，先后到

过 200 所（次）中小学校，每年人均听课近 80 节。 在视导过
程中我们采取听课，查教案、作业、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
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了解我市中小学校的教学现状，有
针对性地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困惑， 革除教学中的弊
端，有效地促使其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水平。

2、强化高考中考研究的实效。
（1）印发高三工作简报。 每年面向全市印发 3 期高三

工作简报。 每期十版，其中有前一年的高考试卷分析，有当
年高考大纲的解读， 有当年最新的高考信息和形势预测，
有每年两次全市高三检测考试情况通报， 有各学校的高考
复习经验交流， 更有上届成功学子的学习应考经验介绍等
等。

（2）组织参加或举办各学科高考研讨会。 每年各高考
学科都要广泛收集信息， 认真研读高考大纲， 深入分析新
课程背景下高考趋势， 立足我市本届高三的教学实际，组
织参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高考复习研讨会。

（3）组织高三检测考试。 根据市教育局的统一安排，
我们在每年的元月和三月， 都会组织两次高三检测考试
命题。命题遵循高考试题特点，结合各轮次复习的阶段性
目标，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体现出了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 对我市的高三复习应考起到了较好的评价和指导作
用。

（4）进行高三教学专题视导。 我们严格要求各县市区
教研室每月一次下到学校督查高三教学、 严密监控高三复

习教学质量。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本
院中学室各高考学科的教研员深入到高三课堂之中， 既对
高三教师进行个人指导， 也帮助学校从宏观上把握备考复
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研制并运用高中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促使高中教学
质量大幅提升。 2008 年我们在市教育局的支持下研制并实
施了《常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评价方案》，经过连续四年
边实施边修订，此套评价方案已日臻完善，并在促进我市普
通高中教学质量上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我市高考、学考成
绩连续四年节节攀升， 高考成绩连续三年创我市历史最高
水平。

（6）继续推进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改革。 最近 5 年来，我
市自主独立命制的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试题， 贯彻了新课程
理念， 体现课改精神， 越来越贴近我市初中学校的教学实
际，保持了课改中评价与教学的一致性，全市一次性合格率
逐年提高，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3、创建了一个实用的平台。
我们用了 6 年的时间把常德教育科研网建设成了提升

我市教育教学质量的优秀资源平台。 常德教育科研网始建
于 2006 年，经过不断的完善，现已成长为一个资源丰富，功
能齐全，界面友好，更新及时，图文精美，在常德市域内的网
站和全省同类网站中堪称一流。 从去年起我们创新工作机
制，聘请了兼职网管，及时进行网络维护，基本保证了常德
教育科研网全年全天候运行。 同时进一步丰富网络平台上
的资源，在“常德教育科研网”的“课题研究”栏目中增加“学
习园地”子栏目，还自建了教育科研网附属子网———常德教
育资源网。

二、从“新”着眼求突破
2008 年以前， 我市基础教育的质量水平一直在全省第

8 名左右徘徊不前。 市委、政府及市教育局的领导对当时的
这种状况很不满意， 因为这与常德市在湖南省的综合实力
的水平不符。 要想提高，要想有突破，必须在工作的思路与
方法上创新。 我们在指导全市抓质量上做了下面的尝试：

1、创新教学视导中的听评课方式。
听课、评课是教研部门、教研人员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

作，传统的教师上课，教研员听；教研员评课，教师听的模
式，信息的流向是单向的，是被动的，是低效的。针对这种情
况，我们提出一种渗透着新课程理念的“平等对话，积极建
议，促进反思”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模式。 这种模式提倡听课

不重节数多，而重听者众，评课不重权威发言，而重大家交
流。 具体做法是：我们下校后，要求同科的，特别是同备课组
的教师要尽可能与教研员一道听课， 评课时要求授课者要
先说课，说本堂课的设计意图及授课之后自己的感受，还要
同听的其他教师都要发表意见， 可以向授课者和教研员提
问，将评课由以往教研员的“一言堂”变成民主、平等、交互
性强的论文答辩式的“群言堂”。 这种听评课模式深受学校
和广大一线教师的欢迎，已在全市推广。

2、以课题研究推动高中教学研究的深化。
参与探索教学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可以有效

促进教师加强对教学的研究，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教学、教
研能力。 在我省全面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伊始，我们就抓
住了高中学科教学资源的开发这个切入点， 以全市省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骨干教师为主体，组织了一支 200
多人的教师队伍，深入研究课程标准、教材和我市高中学
生的实际，开发覆盖纸介质、音像、动画、视频、网络、多媒
体等各形式的高中学科教学资源。 出版了一整套高中各
科基础训练丛书和高三一轮复习资料。 我们在此基础上
向省规划办申报课题《开发和利用普通高中新课程资源
的研究》， 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总结与提炼，
课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以优秀等级通过了省规划办专
家组的鉴定， 并获 2013 年全省第三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 其成果如高中各科基础训练丛书在永州、湘西等
市州使用。 这几年我市高中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也证明
了我们的研究是有实效的。 但我们认为更具意义的是，在
研究过程中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一线教师， 他们将为
我市高中教学质量的进一步上升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此外，我们创新求变还体现在工作的各个方面。 如在高
三复习的专题视导中，2009 年是面向全市，各县都到，属“主
动出击，全面撒网”；2010 年则是薄弱县域重点抓，薄弱学科
重点促，属“放强抓弱，重点帮扶”；2011 和 2012 年，因为整
体水平已经提升上来了，则变为根据县里和学校的需要，有
针对性地给以帮助和指导，属“尊重县校，有求必应”。 又如
在抓教育教学质量上，前些年我们是狠抓教学常规的落实，
到位之后，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成了制约
质量提高的主要瓶颈，近年我们将“抓课堂教学改革，促教
育质量提高”确定为工作中心。 只有不断地创新我们的工作
思路与方法，才能寻找到新的生长点，才不会落伍，才能与
时俱进。

从“实”入手抓质量 从“新”着眼求突破

常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黄利华

———提高我市高中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实践

获证哥德巴猜想
＞2a 组合数 30 个 ，（包括 a+a，如

23+23，29+29，……）；≤2a组合数 48个，表中
平均每列有(C2

12-30)/(44-6)÷2。占一个组合数
的列有 6、8、12；占二个组合数的列有 10、14、16、
18、20、28、32、38，使之其它列比值增大。

解：E1行、E2行上、下对称为一列，且每列都
是关于 a=60轴对称； E1行中的合数都是按
3n、5n、7n、11n……， ≤ 2a姨 n顺序排列的，
E2行是E1行的反向排列；不论排列的正与反，
都得到所有的合数在排列点上， 所有的素数都
相邻于合数。E1是表中的一列，不同的是删去了
合数行。 N列素数至 ≤2a =41，除掉 2a行和

N列，其余都是CN

2
的量。2a越小，列相互差一或

二，波动大；2a越大，波动小，趋向于平均量。 表
中至 74列都有组合数存在， 称为 2 (a+m)=2
(44+30)为满组合范围，（既 6~74的偶数都是两
个奇素数和成立）。 2a=11,�2(a+m)=14,2(a+m)÷
2a≈1.273倍；2a=22,� 2 (a+m)=38,38÷22≈1.72
倍；2a=44,2 (a+m)=74,74÷44≈1.68倍；2a=88,2
(a+m)=146,146÷88≈1.659倍； 2a=176,2(a+m)
=290,290÷176≈1.648倍；2a=352,2(a+m)=610,
610÷352≈1.73 倍； 2a=704,2 (a+m)� =1326,
1326 ÷704 ≈1.74 倍 ； 2a=1408,2 (a+m)
=2696, 2696÷1408≈1.915 倍…… ； 当
2a→∞ 时， C2

N↑呈加速度上升，2(a=m)÷
2a 比值也随之上升成立。 假设 2a1 列没有

组合数成立？依据满组合＞2a成立，大于的

程度与CN

2
成正比， 得 2a1 没被组合到不成

立，得假设不成立。在 100的范围里存在 50
个偶数，（ 2a 存在 a 个偶数），只需用 3.5.7.
参加组合就够了， 3+3，3+5，3+7，3+11
…… ，3+97；5+5，5+7，5+11，5+13， ……
5+97；7+7，7+11，7+13，7+17， …… ，7+89
已组合 50 个不同的偶数， 只剩 98 需用大
因子 31+67。 对于 a个偶数的组合，列式为

CN

2
-N0=α，（组合不是加法， 可表示为加

法）；N0 表示在等量方面的重复数， 如1
1+109=17+103=19+101。 依据50个偶数都被
组合，反过来得 50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的和。

依据C2
23=253是 50的 5倍多，（23是 100

以内的素数和，50 是 100 以内的偶数和）；
C2

168=28056是 500的 56倍多；C2
1229=754606

是 5000 的 150 倍 多 ；C2
9592=45998436 是

50000 的约 920 倍 ；C2
78498=3080928753 是

500000的约 6162倍；……；得CN

2
↑>N↑成

立 ， 其 中 C2
N ↑ 呈 加 速 度 上 升 。

综上所述，依据C2
N↑呈加速度上升，依据

满组合随CN

2
上升而增加， 又 2a≤107已证，得

素数对≥1成立，得哥德巴赫猜想被最终获证。
证毕

(湖南省岳阳市二医院 郑朴洗)

猜想内容：每一个不小于 6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的和。
设(a-x)+(a+x)=2a，证(a-x)和（a+x）是否同时为素数成立？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