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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谋高质量 新闻力求真品格
———略论地方党媒经济报道读者定位与表现形式

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 李治

经济新闻泛指一切以经济角度切入
的新闻。地方党媒要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服
务，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更需要明
确新时期经济新闻“给谁看”的问题，并在
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具备真品格。

一、读者定位
理论上，服从于党委机关媒体和市场

媒体读者定位的区隔。 操作上，只要轻重
分明，化繁为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
证统一不是问题。

经济报道要能反映经济运行的趋势
和规律， 发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找
到破解之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出
商道真谛。 如此，自然会受到精英人群和
大众的共同欢迎。

二、报道内容
以长沙为例，至少要在以下领域精耕

细作。
（一）首先要做区域经济的资讯坐标。

关注区域经济的领跑者，成为省会经济资
讯集散的主坐标。报道城市的决策者和劳
动者，特别是商业主体在重要行业、关键
领域、特殊时点的担当和作为。

如工程机械世界产业集群参赛的动能
与实力在哪里？ 长沙新时期产业链实施的

重点在哪里？ 再如长沙企业要加快创新创
造，实现千亿级企业在三一集团破局之后的
新突破， 下一个独角兽会在哪个产业诞生？
经济报道要自觉担负起营销长沙的任务。

（二）其次要当重点企业的文化前导。
长沙迄今已有 73家上市公司， 还有数十
家银行、保险公司、券商和投融资企业，记
者要善于和企业经营者及员工打交道，及
时发现问题，帮企业排忧解难，摇旗呐喊；
必要时给予理性和建设性的批评建议。更
进一步为企业文化建设乃至营商氛围经
营提供引导和助力。

（三）再次要成政商精英的理财顾问。
经济学是一门可以使人生幸福的艺术。经
济报道应将经济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传递对主流人群有价值的信息，成为他们
的消费和理财顾问，经济新闻的相当一部
分可以做得生活化。

（四）始终充任价值传递的行家里手。
地方党媒的经济报道的权威性首在唯一

性，有独家作品；其次求第一，如政策解释
准确及时，深度评论无可替代；要么专一，
有专业视角，客观公正。作品有独特气质，
烙下“传递主流价值”的鲜明印记。

三、表达形式
语言准确、清晰、生动。 超越“官话”的

刻板面孔，说人话———站在“人”的角度去
观察各类经济现象，把经济新闻写“活”。

要让人喜闻乐见，平时应注意发掘经
济新闻中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以
通俗化的表现方式展现给读者。

另外，在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中发掘
内在的经济因素，也会带来亮眼作品。 具
体产品形态上———

（一）宏观报道“高端大气上档次”。宏
观经济报道不仅仅是指传达或者解释党
和政府大政方针的报道，也不只是表现地
方经济建设成就的长篇通讯，更不是只指
大部头区域经济报道稿件。宏观报道包括
以上的报道形式，但更强调宏观思维———

把经济报道的对象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
来考察，判断其时代意义和新闻价值。 从
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中透视宏观问题，对
发展趋势有独到而准确的预见性。

（二）微观报道“简约时尚国际范”。微
观经济报道是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及其相
遇的场所———市场所做的报道。对于微观
经济题材，同样要从全局上认识、分析、报
道微观经济现象，把微观经济现象放到整
个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
从微观现象中体现宏观问题，在宏观把握
和微观分析结合上做文章。

（三）中观报道“低调奢华有内涵”。根
据媒体定位及长沙新时期实际情况，中观
经济报道以财经报道为主，尤宜以上市公
司及其所代表的行业为重。如果谋划宏观
经济报道是高架天线之举， 凸显引导职
能； 微观经济报道能收接通地气之效，重
在服务取胜，那么以财经为主的中观报道
则将带来有品质的看点。 气质上内敛沉
稳，品格上有真材实料、真情实感和真知
灼见，强调内容为王。

具有地方主流舆论场核心地位的党媒，
如果能源源不断提供有品有格的经济新闻，
将为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莫大助力！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最基本的构成。
传统的课堂教育以“一书一粉笔一黑板”的
模式贯穿中华文明，并走遍大江南北。随着
信息时代的来临， 计算机与网络逐步渗透
于各行各业，我们用微信、QQ 交流，用支
付宝或微信钱包完成生活缴费，出门用“滴
滴打车”，不可避免的，我们教育行业也在
信息时代做出了巨大改变。 比如我们在教
学方式提出了“微课”“慕课”“高效课堂”等
新方式， 在教学能力上举办多种信息化教
学比武，在教学条件上为每间教室安装“班
班通”，配置高标准的机房等。

可见我们的教育部门在积极为“新课
改”的落实创设优越条件，我们作为教育一
线工作者，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信
息技术， 并将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来， 因为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一、 信息技术能够创设更为逼真的学
习情境。信息技术能利用图、文、声、像创造
出立体的、有趣的、丰富的课堂环境，在与
教学内容相同的情境下进行学习， 可以激
发学生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更好地理解教
学内容。

比如在语文《美丽的小兴安岭》 教学
中， 语文老师可以从网上下载小兴安岭相
关的宣传片作为导入， 这样学生不仅仅从
文字上领略小兴安岭的美， 更是从视觉上
得到享受， 原来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景色
是这么壮观，物产是这么丰饶！从而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并产生
创建美好家园的想法。 我想这样的一堂课
一定让学生记忆深刻，这种“美”一定会鞭
策学生不断前进。

二、 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学生理解重难
点。一堂课要有明确的任务目标，那就是解
决重难点。 当一些重难点不是凭语言就能
描述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帮学
生展示出来，从而内化在学生的脑海里。

比如在学习空间几何时如何让学生从
以前的平面二维思考方式变成立体三维空
间的思考， 这就非常适合做一个课件来展
示三维空间，有了动态旋转图形，学生一定

可以快速接收“空间”这个概念，经过一段时
间的适应，脑海就能内化“空间”了。

三、信息技术能够培养学生自主探索、
发现的能力。作为一线老师，我们常常觉得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自主学习能力不够，这
是传统教育方式对学习方式的禁锢所造成
的， 其实每位学生小时候都对周围的事物
保持极高的兴趣及探索能力。 若想在教育
上重新激发他们的这种能力， 我想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我上八年级《信息技术》课“眼睛会
动的小猫” 一课时。 首先要求学生自主学
习，了解本课的知识点；然后展示已经做好
的动画， 接着给学生分析这个动画大致框
架，如：小猫的基本构成、眼睛会动的原理
（时间轴与补间动画）、分层的运用；再接着
就是学生自主地学习与操作， 老师下位指
导， 最后很多对电脑比较熟悉的学生做完
后还能帮助我辅导其他的同学。 在课程最
后五分钟，与学生交流心得，学生说得头头
是道， 很多地方还提出了比书本简单的做
法，学生都能够“温故知新”了，这不得不使
我惊奇！

四、信息技术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量。
信息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多， 信息
更新换代很快， 生活在当代的学生若只是
简简单单从书本上获得知识， 那在各种考
试中想要脱颖而出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信
息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能够增加学生的知
识量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减少了教师板书的时间，这样教师可
以更有效率地利用好课堂 45分钟；2. 网络
上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以让学生与中国、与
时代紧紧相连；3. 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比如疫情防
控期间学生可以在小山村听清华北大教授
讲学， 没有理解的可以通过视频反复观看
学习。

信息技术在课程中的作用当然远远超
过上面所提及的方面，“活到老，学到老”是
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
用最有效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一个想
学、爱学、能学的环境！

所有儿童都渴望学会更多知识，渴望
自己的价值和才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包
括那些残障儿童。 智障儿童由于生理、心
理和智力原因，思维模式趋向于直观形象
思维， 难以像普通孩子一样顺利地学习。
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作者胸有境，入境
始于亲。 ”只有感受真切，才能入境。 一旦
进入了情境，便能可见可闻。创设情境，增
强活力， 能有效迁移智障儿童的注意力，
通过感知、体验、参与等方式为学习创造
条件。我们班的 10个智障儿童情况复杂，
如何让这些孩子确保正常学习，这比普通
中小学生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确实
费了我不少心思逐步加以探索，在创设活
力情境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多媒体播放法，让眼睛亮起来。用
多媒体将孩子们熟悉的故事、节目播放出
来，提供直观的画面、意境，学生一下子集
中注意力，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 在讲授
感知课程《学生能够辨认大小》，我播放动
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孩子们一看自
己熟悉的画面，立即来了精神。 然后老师
提问：“这是你们最喜欢看的什么动画
片？ ”“谁的头大，谁的头小？ ”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回答，老师借机出示课题《学生能
够辨认大小》。 接着又用多媒体演示大山
和小山，同学们很快辨认，既形象又直观。

二、游戏式体验法，让笑脸挂起来。游
戏是儿童的天性， 最接近儿童的生活实
际。 用游戏式教学法让学生亲身参与体
验，把知识教学与赏心悦目的游戏表演和
谐结合，既是智障儿童运动保健和康复训
练的需要，又愉悦了学生的身心。 如在学
习认识动物一课时，我让学生带着不同的
动物头饰， 模仿动物走路的姿势和声音。
孩子们学习兴趣很高，一下子就认识了很
多动物。在人性化课程中训练学生“拉”这
个动作时，我设计了两个游戏，一个是“老
鹰抓小鸡”，老师做老鹰，同学们做小鸡，
后一个同学紧紧拉住前一个同学的衣服
不能松手。 另一个是“拔河”，让同学们分
成两队，紧紧地拉住绳子，使劲往两头拉。
在这样轻松的游戏氛围中，同学们兴趣盎

然，情绪高涨，所学的知识要点一下子掌
握了。

三、儿歌学唱法，让声音旺起来。 儿歌
是对孩子们很有吸引力的文学样式，其优
美的旋律、和谐的节奏给孩子们带来美的
享受和情感熏陶。 学唱儿歌可以让孩子们
一下子就感受到快乐的气氛，从而调节和
稳定他们的情绪。 同时可以有效地训练语
言的流畅性。 如在学习数学中的数字时，
我教他们学唱了《数字歌》：“1像铅笔能写
字，2像鸭子水中游，3像耳朵听声音，4像
红旗迎风飘，5像秤钩来买菜，6像哨子大
声吹，7像镰刀割小草，8像葫芦藤上挂，9
像蝌蚪摇尾巴，10像筷子夹鸡蛋。”孩子们
兴趣很高，一边学唱，一边跟着写写画画，
认知效果很好。

四、动手操作法，让手脚动起来。 让学
生制作或运用简单的学具，他们总是乐而
为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通过动手动脑，
既能巩固和运用知识，又能提高动作协调
能力和操作能力。 如在生活数学中认知几
何图形， 老师出示各种几何图形的学具，
要求学生在纸上按照图形画出，或通过多
种几何图形组成更大的机器人模型。 或每
人发一根软金属线，让同学们动手折出不
同的几何图形。 这样反复几次，学生培养
了动手能力，也在玩乐中完成了生活数学
知识的认知。

兴趣激发灵光，活力激发能量。 尽管面
对的是智障学生， 但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
每一堂课都气氛热烈， 孩子们活跃不已，几
位家长也一直坚持在教室里观摩。 他们说，
李老师上课太神奇了， 孩子们都能听她的，
也学会了不少知识，我们也想学着回家这样
继续教他们。可不，在 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
防控期间，家长们按照我的方案实施居家教
学，孩子们也配合得非常好，进步很大。

因此，创设一个良好的合理的学习情境，
可以帮助他们在目标认知、生活感知、语言
表达、肢体协调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得到整
体提高， 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和能力发展，为
他们平稳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此，
我们将继续探索，持续加力，无怨无悔。

浅谈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
常德市石门县洞国学校 熊哲巧

创设活力情境 让智障学生学而无障
益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李映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