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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娅 通讯员 黄蓉）
近八成从长沙艾博剑桥学校升入国外高校
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两成选择在海外或回
国参加工作，有些学生已经组建了幸福的家
庭……1 月 8 日， 长沙艾博剑桥学校 2017
年家长联谊会召开，该校理事会成员李伏代
表学校理事会分享了学校成立近 10 年来
500 余名毕业生的最新动态，在外求学的学
生则通过录制视频等方式和老师、家长互动
交流。

据了解，长沙艾博剑桥学校是湖南省
首家全日制国际高中学校，2016 年， 该校
第九届毕业生再创 100%录取、70%获得奖
学金的好成绩。 学生舒欣被美国加州大

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佐治亚大学等 9
所一流美国名校的汽车工程专业录取；学
生钟博俊被美国迈阿密大学等 7 所一流
名校同时录取；2016 届“最牛出国班”———
A2 班全班 13 名同学收到近 100 份世界
名校录取通知书，获得奖学金总额达 200
万元。

考上海外高校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大学毕业后是继续升造还是求职就业？
建校以来，艾博剑桥学校保持着和学生、
家长的密切联系， 学校通过家长联谊会
等形式提供最新的海外求学就业、 投资
移民等资讯。

1 月 8 日的联谊会上，该校邀请了美国

PARAGON� ONE 留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有
限公司、 湖南兴业银行以及湖南优智荻邦
出国事务服务公司， 就国际留学生在美国
怎么获取理想的实习和工作机会、 海外投
资移民等问题与家长、 学生进行了沟通和
交流，帮助海外学子把握留学就业形势，做
出最优选择。

“美国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利
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这对将来的就业很有
帮助。 ”PARAGON� ONE留学生职业发展
规划师叶慧娴提醒，如果计划在本科毕业后
选择就业，一定要在大一 、大二时提早开始
准备，积攒人脉，积累实践经验，为求职就业
打好基础。

“闯关”期末考

1 月 6 日，长沙市麓谷中心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迎来了期
末检测，与以往期末检测不同的是，等待孩子们的不是冷冰冰
的试卷，而是精心设计的闯关游戏。

本次活动共设 7关。 语文分设 3关：“词语对对碰”“故事大
比拼”“背诵小达人”，全面考察孩子的知识积累、语言表达和情
感体会。 数学分设 4关：“图形王国”“时光隧道”“上下左右”以
及“奇思妙想”，考察孩子对图形、时间、方位的认识以及他们思
维的灵活性与发散性。

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孩子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成绩，闯关十
分顺利。 偶有准备不充分的孩子，可前往相关关卡的加油站进
行“充电”，再进行 2次闯关。

通讯员 张雪

皓源实验中学
“扬帆·追梦”展才艺
本报讯（通讯员 董春生 王先成） 近日，由衡阳市皓

源实验中学主办，长沙众志艺术学校协办的“扬帆·追梦”
艺术节文艺晚会在皓源田径足球场隆重举行，学校董事会
及部分家长代表应邀观看演出。

一支激情澎湃、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鼓舞飞扬》拉
开晚会序幕，整场晚会流光溢彩、精彩纷呈，古典与现代交
融，激情与温情并蓄，既有古色古香的古典舞，又有活力四
射的现代舞和时尚酷炫的街舞， 还有空盈灵动的书法、古
筝表演及优美的民族舞，幽默机智的小品和流行歌曲串烧
等也轮番登场，18 个节目风格各异，形式多变，现场掌声
连连。

本次“扬帆·追梦”艺术节充分展示学生的才艺，陶冶
了学生的情操，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展示了该校校
园文化特色和学生的个性特长，起到了以艺载德、以艺促
智的良好功效。

爱心情暖双乔小学
本报讯（通讯员 肖柳峰 陈顺初 刘高桥） 1月 9日，

双峰县导航培训学校爱心团队来到该县双乔小学，为孩子
们送来了关爱和书籍、体育用品等。

双乔小学地处偏远山区， 目前仅有 12名学生、1位老
师。 经过双峰县教育局和青树坪镇党委政府的呼吁与奔
走，近年来，该校得到了多次爱心捐助。

“谢谢漂亮姐姐送给我们这么多精美的礼物， 我们一
定会更加努力学习，将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这些生活在
边远山区的孩子们脸上荡漾着无尽的喜悦和兴奋。

艾博剑桥学校
为海外学子升学求职支招

界牌镇银瓷完小
千名师生搬“新家”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刘志凌） 近日，

衡阳县界牌银瓷完小 1000 余名师生从傍临矿区
的山坡上搬进了“新家”———代友实验学校，功能
齐全的教学楼、科技楼、运动场、礼堂和食堂等让
师生们欣喜万分。

界牌镇银瓷完小前身是界牌陶瓷总厂子弟学
校，位于“瓷都”界牌矿山区的深处，始建于上世纪
70年代，场地狭小，校舍破旧、设施落后，安全隐患
大。 新校区历时 3年建设完成，由企业家王代友捐
资 500 万元建设学校主体工程，教育立项投入 500
万元完成配套工程及附属设施。

界牌镇党委书记祝中华介绍， 界牌镇通过社
会捐资助推合格学校建设， 目前该镇 8 所中小学
已全部达到合格学校的标准，并完成了 44 套教师
公寓和 102套陪读公租房的建设。

代友实验学校是目前衡阳县农村地区标准最高
的一所村级小学，衡阳县副县长唐仕海指出，教育是
最大的民生工程，事关民族未来和千万家庭的福祉。
近年来，衡阳县委、县政府为促进教育公平，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积极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娄底六小书法教育
传承文化经典

本报讯 （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初鑫） 娄底市
第六小学的学生人人写得一手好字， 学校家长们
都引以为傲。 近日，娄底市第六小学“和润墨香”硬
笔书法大赛决赛举行，从全校 2400 余名学生中遴
选出的 230名选手泼墨挥毫，一较高下。

该校别出心裁地把“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
让，忠孝廉耻勇”精神融入到比赛中。 从立意到选
材，教师团队反复斟酌，最终筛选出体现母慈子孝
的《游子吟》、倡导勤俭节约的《悯农》、感触为人处
世之道的《诫子书》等具有鲜明代表性的古诗词作
为比赛的题材。

大赛评委组组长汪国安介绍，2015 年起，娄底
第六小学开设了“阅读分享”“经典诵读”等特色课
程，同时引入线上“攀登阅读”平台，将经典阅读融
入学生的学习生活，让学生在课堂和课本之外，受
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市镇完小获洞口
首届校园足球赛冠军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建春 黄壮凤） 日前，洞
口县首届中小学校园足球赛在洞口县第二中学落
下帷幕。 此次比赛采用循环赛的方式进行，该县山
门镇市镇完全小学男子足球队分别与醪田、花园、
城关 3 个镇的足球队进行了比赛， 最终以三场三
胜的优势获得小学组冠军。

作为语文教师， 重视培养学生学习语
文的好习惯，从零距离接触学生开始。

一、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首先， 学习语文的兴趣来自多种多样

的语文实践活动。 我国悠久历史， 文学成
就璀灿夺目， 教师可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学
成就开展五彩缤纷的语文活动， 学生在活
动中充分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可极大地提
高其学习语文的兴趣。 其次， 兴趣还来自
成就感。 语文不像理科那样， 一道题就能
让学生体会到成功。 因而语文老师不要吝
啬夸奖， 要用平等的眼光去欣赏学生的语
文成果， 让赞扬在学生的成长中占有主导
地位， 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喝彩， 学生的
成就感就会大增。 在每次考试中， 阅读理
解往往占很大的分值， 包括现代文和文言
文阅读。 因此， 教师必须在平时的课堂中
训练学生现代文阅读和文言文的阅读能
力， 不要包讲或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而
是要做到“三多三少”———多读书少做题、
多感悟少分析、 多积累少讲解。 另外还要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要把阅读变成学生本
身的一种需要。 我们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
受条件的限制，劳动负担重，见闻少，视野
小， 生活阅历单调， 在写作文时无材料可
写， 无话可说。 在阅读理解方面不能感同
身受， 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阅读， 不善于

深入思考所读内容的含义， 没有开动智慧
的力量，缺乏真正的阅读。 因此，更需要加
强阅读方面的培养。“书读百遍， 其义自
见” 从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提高学生语感
的基本方式是读。 另外在文言文的阅读方
面， 要多让学生积累文言词语， 了解其意
思，还要加强文言文的背诵。

二、培养学生自学语文的习惯
《新课程标准》中强调要培养学生学习

语文的自主性。 其中，课前的预习习惯非常
重要， 强化课前预习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
习经验， 它可以使学生及时发现知识上的
薄弱环节，准备好听新课必须的知识，从而
提高学生的听课水平与笔记水平。 有了课
前预习，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就有心理优势，
而且自己查工具书积累的知识不易忘记，
它符合现代教学理论对学生主体性的要
求，长期坚持自觉预习的学生，语文成绩进
步大。 课后复习是记忆规律的要求，是对所
学新知识的及时巩固。 及时复习，是学困生
查漏补缺的良方，找到自己的问题，及时解
疑，才会将知识中的负积累减少，减少进一
步学习的障碍。 比如：重视文言文及课外古

诗词的积累、背诵及默写。 要考好此类的题
型必须要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古诗词的背诵
及积累，争取在这一题型上不要失分。 另外
还要在教学中注意对学生语文知识的灵活
掌握，教师要在平时的讲课中注重练习，比
如练习仿写，练习归纳能力等。 学生是以机
械记忆为主， 教师要注意培养他们有意义
识记的能力，通过自觉读读背背，使所学的
知识在脑子里反复出现。

三、勤观察、勤思考、勤练笔
作文在考试中必不可少， 也是学生最

为头疼的。有的学生一见到作文题目，就觉
得无话可写，脑子里一片空白；有的学生干
脆一提起笔来不加思索就乱写一通， 结果
是文不对题，分数自然不会高的。针对这些
问题，我认为课外练笔是一种好办法。练笔
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或者将观察所得，记
叙几行；或者因读书报有感，评论一番；或
者描写一段眼前景物； 或者抒发几句胸中
情愫；或者作些作文开头的片段训练，文章
主体部分的拟提纲训练、 作文情景设置训
练；或者作些学生口述练笔训练，教师也可
以不失时机地作文示范指导。除此以外，还

可以鼓励学生交互修改作文。“文章是改出
来的”，学生写了作文初稿后，或多或少存
在着不当之处。 学生在交互修改作文时，免
不了对作文稿反复朗读，在朗读中体会，在
朗读中完善。 待学生把经自己反复修改的
作文稿交给老师的时候， 老师还得针对学
生写作实际，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该表
扬、肯定的应给予表扬。 做好这一点，能解
决学生怕写作文、作文无话可说、无事可写
的问题。罗丹说：“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 只有做生活的有心人，
才能观察到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的奥
妙。 让学生把平时观察到的有新意的景、
物、人、事都随笔记下来，思考整理，写成周
记或日记，日积月累，写作的素材就多了，
分析综合能力也跟上了。 课余练笔，源于生
活这股活水，多写真情实感，还防止了套式
作文、 抄袭作文的出现，“多练笔生花”，所
以新课标把学生的课内课外练笔规定得详
尽具体，优秀的作文就是练出来的。

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需要足够的时间
训练作保证 ， 与教师长期的督促密不可
分。 老师要在每堂新课之前抽查预习的情
况， 让学生比较预习了的上课效果和没预
习的上课效果的区别。 课外阅读， 书多而
杂， 教师必须帮助学生筛选要读的书，多
读文质兼美、思想健康向上的好书。

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衡阳市祁东县玉合石门小学 周小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