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董以良
版式：姚 慧 校对：付康松

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论坛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

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对于高校而言，加

强理想信念教育，不能忽视教育

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以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的

冲击与影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要求，高校理想信念教育要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

运用新媒体技术使工作活起来，

推动传统工作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1.正确认识高校官微理想信

念教育的价值。对高校学生进行

理想信念教育，事关社会主义事

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高校突破

各种局限，从意识形态安全高度，

加强了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在

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通过高校

官微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其主要

的价值有：一是高校开辟理想信

念教育新渠道的需要。高校理想信念教

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

是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第二课堂，在新

媒体环境下，高校有必要借助微信等大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二是提升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

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程的理想

信念教育多数依然采用理论灌输的教育

方式，校园文化活动蕴含的教育功效，因

活动时间限制，教育的持续性不够，而依

托官微等新媒体阵地，能够实现即时有

效的理想信念教育。三是高校强化官微

新闻信息思政化的需要。高校官微除开

新闻信息发布功能外，作为高校思政工

作的新阵地，其必然也应有理想信念教

育等新功能，必然需要将一些新闻信息

思政化，使理想信念教育润物无声。

2.准确研判高校官微理想信念教育

的问题。将理想信念教育迁移至高校官

微等新媒体阵地，受环境、技术等因素影

响，必然会出现或者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准确研判问题，才能使得高校官微理

想信念教育的作用最大化。一是可能

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一些高校不

能从思政工作全局视野分析、看待官

微的理想信念教育价值，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主动运用官微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不足。二是可

能存在方法使用不当的问题。运用高

校官微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采用

新媒体技术方法，必须让理想信念教

育在新媒体环境下达到“新瓶装旧酒”

的效果，但不少高校掌握不好结合的

方法，也就无法实现融合的效果。三

是可能存在内容不新颖的问题。从传

播的角度看，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较

为理论化，而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内

容多数是讲究时新性，一些高校难以

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等时新内容与

理论化的理想信念教育联系起来，导

致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内容不新颖的问

题。

3.有效掌握高校官微理想信念教

育的方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

会的要求，高校必须采用官微等新媒

体平台，巩固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

化并提升思政教育效果。一是要形成新

的机制。官微等新媒体技术平台嵌入理

想信念教育等思政教育之中，不仅是增

添了新的平台，还必须有新的机制予以

支撑配合，高校必须将思政教育与传播

技术结合起来，组建相应的机构，完善有

关的流程，形成有效的机制。二是要开

辟新的空间。高校官微一般分为学校概

况、新闻信息、招生就业等栏目，对应相

应的职能部门予以管理。在官微中增设

理想信念教育内容，需要开辟新的空间，

使得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较为集中地展

示，形成集群效应。三是要掌握新的表

达。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理论化、思想

性与官微等新媒体平台信息推送的娱乐

化、轻松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为

此，高校官微要灵活掌握微信中短视频

制作技术、H5技术、电子相册技术等新

的技术，用新颖的表达，提升官微理想信

念教育的效果。（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

学研究项目“高校官微理想信念教育价

值开发路径研究”阶段成果。）

摘要：数学作业是复习巩固数学知

识、强化技能、培养和发展数学思维的

一个重要环节。批改数学作业是小学

教师的一项常规工作，是对课堂教学的

补充与提高。它在检查教学效果、调整

教学方案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数学作业；素质教育

作业批改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面

镜子，教师通过批改作业，既能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又能审视自己的教学情

况。多年来，不少数学老师在批改作业

时，单纯用“对”或“错”来评价学习，不

但枯燥乏味，甚至影响师生间思想情感

的交流，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如

何通过作业的批改，更好地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笔者谈几

点关于批改数学作业的体会。

一、适当加以评语
评语，是一种作业批阅的方式，便

于学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作业中的优

缺点，还可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将评语

引入数学作业批改中，能够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效果。

1.评语可以指导学生做题方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当学生作业中出现审题、计算等错

误时，我不会责骂他们，而是尽量鼓

励。“你的进步很大，老师知道只要你认

真去做，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这种带

感情色彩的评语使学生感受到老师对

他的关爱。当然，写评语时要注意写得

明白、具体、亲切，充满了激励性和启发

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2.评语可以拓宽学生思路，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

利用评语适当给予启发，以激发学

生的潜能，激活创新意识。如利用评

语“解得巧、方法妙”肯定有独特见解的

学生。用“爱动脑筋的你肯定还有高

招！”去激励学生多角度思考。这样的

评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启学生心

灵。及时用恰当的评语指出作业中的

不足，能使学生很快改正。如“你很聪

明，如果字再写得好一点，那就更好

了！”“结果正确，但格式正确吗？”“和细

心交朋友！”等评语，一方面不打击其自

信，另一方面使其纠正不良倾向，培养

严谨的学习态度。

二、分项评价
好的作业是多种指标的综合体

现，原有的优良等级制只注重解答过

程正确与否，难以把握学生作业完成

状况。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自

己，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分级。

例如，用“A”判断解题过程依据是否

合理，步骤是否完整，结果是否正确；

“B”主要看所用文字、符号、图形是否

正确，书写是否整洁，作业格式是否规

范；“C”主要看是否具有创新精神，有

自己特有的见解。

三、暂不评判
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是不相同的，

当学生的作业错误过多时，为了减少学

生心理压力，可以采取暂不评判等级的

批改策略。等学生弄清了错误原因，补

充了所欠缺的知识，将作业重做之后，

再进行评判。如学生不是由于单纯的

粗心导致错题，而是没有弄清算理时，

就可以对学生的作业暂时不评等级，指

导他去复习课本，等学生弄懂了算理，

把错题纠正以后，再进行评判。

四、适当一题多评
学生很难一次获得自己满意的等

级。为了调动学生改进作业质量的积

极性，可以采取一题多评，逐次提高等

级的批改策略。当作业发给学生后，如

果他们能够纠正错误，就可以视情况提

高等级。

适当改变作业的批改方式，不仅可

以弥补对错判断方法的不足，还能从学

生解题思路、能力、习惯、情感、品质多

方面综合评价学生作业，有利于促进学

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更有利于

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促使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种批改方

式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并在评估过程

中体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少年强，则国强”——阳光下，镶在

长沙市雨花区育新小学教学楼上这六个

字熠熠生辉。作为全国第一所少年政治

军校，育新学子在这里习得军事技能、聆

听革命英雄事迹、体验军旅生活，在心中

播一颗国防的种子，成为青葱岁月里的

一抹“国防绿”。

教师先行，育铮铮铁骨少年
为了让军校学子磨练坚强意志，练

就铮铮铁骨，学校力推军事教官专业

化管理，设立专职教官岗位，引进专职教

官进驻校园从事军事技能课的教学。“立

正！稍息！”操场上，传来教官洪亮的口

号声，军校学子列队而立，不时随着口令

的变换调整动作，一副飒爽英姿的“小军

人”模样……在这堂课上，每一个学生都

切身感受到“军人”的含义，收获了努力

和坚持，懂得了顽强和勇敢。军营里的

“规定动作”，已然成为学生的“家常便

饭”，专职教官也因此成为学生“最佩服

的人”。

学校不仅有专业教官执教，每一名

教师也是少年军校的“指导员”。少年军

校的每一次活动，不论是设计口号、训练

队列，还是编排节目，每一名教师都会全

程参与其中。

都说国防教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难就难在师资。为了破解师资难题，

学校聘请经验丰富的教官进驻学校，走

进课堂；与湖南省武警支队、省军区离退

办、国防科技大学等共建单位建立长效

合作机制，让他们的教官走进学校开展

培训、指导。就这样，一大批社会力量相

继走进了育新小学，成为这所少年军校

的校外教官。

从专业教官到“全员皆教官”，再到

校外教官，学校打造了一支内涵丰富的

教官队伍，成为这所少年军校的品质保

证。

课程引路，传承家国情怀
在育新小学，军事训练不是电视剧

中的虚幻场景，它走进课堂，走进学生日

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以课程的方式润泽

学生的生命成长。

自国防教育课程常态化以来，军事

教官肩负全校3至6年级所有班级每周

一节、1至2年级每月一节“军事技能训

练课”之责。不同年级开设不同课程，从

军体训练到实战演练，从救护技能到内

务整理，逃生、消防等安全常识贯穿其

中，孩子们从中习得军事技能，磨练坚强

意志。

除了常规军事训练课程之外，学校

还将国防教育渗透到日常的学科教学之

中。音乐课上，《义勇军进行曲》等军歌

被孩子们一遍遍地传唱；美术课上，孩子

们绘制长征组图，了解那段气壮山河的

历史……同时学校开设国防大讲堂，让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意识深入

人心。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在这里激情

澎湃地为孩子们讲解南海的战略博弈与

对策；满腔热血的军官在这里讲述长征

故事，缅怀不朽精神……作为课堂的另

一种延伸，学生从这里出发，了解国防史

实、现代武器等军事知识，为成长的岁月

增添一抹“国防绿”。

活动育人，绽放生命精彩
如果说常规军事课程是一道强健

其体魄的“正餐”，系列军事活动则是一

道文明其精神的“自助餐”。学校努力

探索国防教育活动特色化、系列化，在

“一个中心，两种色彩”上下功夫。学校

以国防教育为中心，上半年为红色篇，

唱红歌、观红篇和走红旅，下半年为绿

色篇，绿色军营体验、军事科技节和国

防教育月。

“炎炎烈日下，我们站军姿、做军操，

像军人一样昂首前进；在草地上，我们摸

爬滚打，像士兵一样匍匐前进；在‘战场’

上，我们分敌我双方展开‘激战’，勇敢前

行；在生活中，我们洗衣叠被，做自己的

小主人……”三年级学生在他的“军旅日

记”中这样写道。作为“我是一个兵”军

事夏令营活动中的一名营员，这个从小

便自诩为“军事迷”的“小小男子汉”，开

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的旅行，在

这里收获勇敢，体悟成长。学校还招募

学生成立了国旗班，每个班级都有自己

的护旗手。每周一举行的升旗仪式上，

每班的护旗手轮流负责升旗。

军事训练不是看似轰轰烈烈的表

演，而是扎根学生内心，在潜移默化间给

学生带来改变，成为陪伴其一生的礼

物。在一次次丰富多彩的军事活动中，

育新学子不断成长蜕变，迈向更好的自

己。

让红领巾在军旗下闪耀
——以育新小学为例初探小学国防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长沙市雨花区育新小学 杨娜

让作业批改“活”起来
衡阳县金兰镇中心小学 刘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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