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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培训学校推介

“华罗庚金杯数学”中招冲刺讲座
内容涵盖中考压轴题、热点题、预测题，解题方

法易掌握，资深教师授课，让你学习如虎添翼。

教育资讯

教师博客

家长课堂

●优秀教师风采录累累累

本报记者 高波 通讯员 李勇夫

从内乡县城行车60公里可以抵达内
乡县夏馆镇，而湍源小学距夏馆镇又是一

个60公里，这是内乡县最北的一所学校，
距湍河的发源地仅有1000米。

1999年毕业至今，刘春莹一直在这样
一个偏僻、贫瘠、美丽的深山学校教书。他

身体单薄,性格腼腆，说话时会羞红了脸，
含带着山里人的淳朴和热情。而正是他，

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了学校的教育教学

管理工作。

以学习引导教学和管理

自从踏上工作岗位，刘春莹就不断给

自己加压充电，自学完成了大学中文本科

阶段的学业；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他订阅

了《教育时报》等报纸杂志；为了做好班主

任工作，他广泛钻研《做最好的班主任》等

书籍，认真钻研班主任的工作艺术。

刘春莹善于总结教学方法，不管是教

语文还是数学，他都注重培养学生活泼的

个性，解放学生的思想，开发学生的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上数学课，他自

制教具，用活泼的语言把抽象的课堂直观

化、趣味化，使学生们在课堂上乐于展示自

我；上语文课，他注重抓学生的阅读、书写

训练，在枯燥的识字环节，他把生字词编成

小故事、儿歌、谜语，不但让学生牢固掌握

了知识，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们一个

个聪明活泼，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成绩也是

直线上升。

用心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对于学生管理工作，刘春莹也有自己

独到的见解。为了敦促学生养成良好习

惯，他和教师们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抓好

“十个九”，即九个学习好习惯、九个卫生好

习惯、九个饮食好习惯、九个运动好习惯、

九个礼貌好习惯等，培养学生养成各种良

好的习惯。

为了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刘春莹长年

在校住宿。住校的留守儿童是他的“心头

肉”，下午放学，他义务给学生们辅导作业；

寒冬腊月里，他主动给孩子们烧水洗脸泡

脚，半夜还查看孩子们是否盖好棉被，生怕

学生们冻着。201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学
生杨明锞突发疾病，发烧呕吐，他怕耽误学

生的病情，背起杨明锞一路小跑赶往村卫

生所，直到学生输完点滴安然入睡他才放

心躺下。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除此之

外，刘春莹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贫

困学生，100元、200元都不在话下，其中有
一个叫秦旭的学生，母亲失明、父亲残疾，

家庭特别困难，在他的资助下，这名学生顺

利考入南阳一所技校上学。

不忘初心坚守教育情怀

刘春莹的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年老体

衰，家里缺少劳动力，靠山吃山的当地人都

在种香菇发财时，他却依靠一个人的工资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人劝他也种香菇搞点

外快，却没有打动他的心，因为在他心中，学

校比家庭重要，教学比致富重要。没有别的

办法，妻子只得到60公里外的娘家种香菇，
让娘家人搭把手，赚点钱补贴家用。

2014年，刘春莹的父亲突然中风，作
为唯一的儿子，他没有在父亲生病期间耽

误过一节课。多年的辛苦劳碌，使这位瘦

弱的校长身体亮起了“红灯”，过早地患上

了高血压等疾病，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热情，还总是笑着对劝他治疗休息的教师

们说“小事儿，不用治疗，不用休息。”

刘春莹坚守了17年，虽然经历了很多
风雨，却没有改变他从教的决心和斗志，随

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星星点点的往事，都如

云烟一样散去了，留下了他最澄明的教育热

情。“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山村教师生活补

贴落实得很好，我打算一直坚守下去，为了

这儿的孩子们。”他笑着，泛着红晕的笑脸

如同这山中盛开的映山红。⑨7

大 山 里 的 映 山 红
—记内乡县夏馆镇湍源小学教师刘春莹

作为父母，孩子成长中发生的有些事

情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孩子的心你不能不

懂；生活中有些东西不必在乎，可有些东

西你不能不在乎，那就是孩子对父母

的爱。

王思雅是个快乐的女孩，放学以后，

最想回家，因为她有一个温馨的家，爸爸

妈妈都是她最爱的人。父母很在乎孩子

快不快乐，孩子也很在乎父母高不高兴。

王思雅的妈妈认为，三八节是妇女的节

日，孩子一般不会在意。但是那天刚吃过

晚饭，思雅让妈妈走进她的房间，关上了

灯，点起一根小蜡烛：“妈妈，祝您节日快

乐！我送您一个小礼物！”孩子拿出一幅

画在玻璃上的油彩画，透过蜡烛的光芒可

以看到，上面画着妈妈和孩子被一朵朵小

花围成心包围着。王思雅的妈妈特别感

动，这是女儿对妈妈的深爱。

孩子的爱，常常表现在细微之处，或

许这种爱不像考100分获得的奖状那么现
实，但却是人生路上的丰碑，是父母辛苦

付出后最殷实的收获。但在生活中，有些

父母只知道爱孩子，对孩子给予自己的爱

却视而不见，他们更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

和名次。

饭后，妈妈在厨房洗碗，孩子探进头：

“妈，我来洗！”“去，去，写作业去。你现在

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不是给人刷碗。”晚

上，父亲看电视，儿子从屋里出来，沏好一

杯清茶端上来，“爸，喝茶！多喝茶有益健

康。”“又偷懒，谁让你倒茶？我就知道你

在屋里坐不住，借倒茶出来看电视！”儿子

委屈极了，沮丧地回屋做作业，以后再也

没有心情给父亲倒茶。

都说现在的孩子懒，可父母给孩子锻

炼的机会了吗？都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

孝敬父母，可家长给过他们机会了吗？急

功近利的父母，常常无意中就淡漠了孩子

的爱心。

爱是一个大口袋，装进去的是满足

感，拿出来的是成就感、幸福感。一味向

孩子施爱，孩子并不觉得甜，更不懂得珍

惜，一旦父母学会接受孩子的爱，孩子的

价值得到体现，才会感到无比快乐。

父母们，接受孩子们的爱吧！因为施

爱比受爱更有福。⑧9
（孙冰）

父母要懂孩子心

西峡县

优质课竞赛提技能
本报讯（记者高波 通讯员贾建伟）近日，

西峡县幼儿园教师优质课竞赛活动在西峡县直

幼儿园举行。来自全县的18名幼儿教师在西峡
县教研室组织下，尽情展示，相互交流。

竞赛活动中，教师们力求遵循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幼儿的发展需要和

个体差异，将教学与幼儿生活实际相结合，鼓励

和引导幼儿尽情表达、大胆表现，真正体现了幼

儿园“玩中学、学中玩”的快乐教学理念。此次

赛课选材丰富，城乡教师们互相观摩、互相评

课，进行了经验分享和困惑研讨，缩短了城乡教

育水平的差距，使教学实践策略得到丰富，幼教

理论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⑨7

淅川县上集镇中心校

力促教师向山区流动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罗荣耀 李雪山）

近年来，淅川县上集镇中心校通过采取一系列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举措，引导优秀教师自觉

自愿向山区学校流动，切实解决教师城区扎堆、

山区难留的窘境，努力补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师配置这一“短板”。

分类发放山区补助。上集镇中心校以距离

县城的远近为标准，把全镇所有学校划分为一、

二、三、四类学校，并按照标准分别向在一至四

类学校任教的教师发放山区补助。科学发放生

活补贴。把距离城区较远、交通相对不便、自然

条件较差的中心小学按村校教学点每月500元
的标准发放教师生活补贴。职称评定量化加

分。在偏远山区学校任教年份越久，职称评定

量化加分越多，此举有效解决了偏远山区教师

荣誉获得难、职称评定难的问题。⑧9

方城县四里店乡一初中

举办法治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杨萌 通讯员焦湘峰）为了增

强师生们的法治观念，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生，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

意识，日前，方城县四里店乡一初中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法治报告会。

应邀参加本次报告会的专家用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案例、幽默风趣的语言，以案释法，依法

论事，深入浅出地给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教育课。本场报告会增强了学生的法治观

念，培养了他们的守法意识，使他们学会运用法

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⑧9

新野县泰山庙中心小学

开展紧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邓进林 李亚辉）

为了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增强师生的应急

疏散能力和安全意识，近日，新野县樊集乡泰山

庙中心小学开展逃生疏散演练活动。

上午8点10分，警报声一响，各班班主任立
即组织学生采取自救措施：迅速抱头、闭眼、躲

在教室内墙角、课桌下或课桌旁，尽量蜷曲身

体，降低身体重心，保持安静，听从指挥。当校

园广播发出疏散指令后，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快速有序地疏散到广场上。通过本次逃

生疏散演习，师生们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意识，掌

握了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

法，提高了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⑧9

内乡县西岗中心小学

国防教育成常态
本报讯（记者杨萌 通讯员张银旺）本学期

以来，内乡县师岗镇西岗中心小学积极探索国

防教育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形成了以环境建设

为基础，以课堂渗透为阵地，以国防教育活动为

载体的国防教育体系。

该校在校园宣传栏、校园广播站、校报、班

级黑板报中开辟国防教育专栏，面向全体师生定

期刊出、播放学校国防教育资源、活动信息。充

分利用各班的多媒体一体机，定期播放《闪闪的

红星》《小兵张嘎》等革命传统教育影片，组织师

生观看。国防教育进课程、进课堂。该校把课题

教学作为国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语文、思想

品德课中讲战斗故事，音乐课上唱爱国歌曲，在

西岗中心小学已经形成常态，形成气候。⑧9

□王红星

调查显示，高中阶段的学生中独生子

女约占33%。这些学生从学习理念上看，
认识有偏见的较多。有的仅为了升学而

学习，爱学不爱国；有的则认为读书无用，

上大学没前途……这些学生的学习理念

是怎样形成的？经过认真梳理，笔者认为

是由以下原因造成。

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青少年生

活的起点，家长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他们
身体的发育、知识的获得、思想品质的形

成，同家庭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

家庭教育如何，对青少年影响很大。

学校教育管理的疏漏。因高中阶段

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初级中学，有的中

学规章制度不健全，思想教育工作薄弱，

教师只管教书，忽视了对人的思想教育。

同时，一些不恰当的教育方式使某些学生

在初中养成了不良的习惯。

社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学生好奇

心强，模仿心理重，看了那些带“颜色”、带

“刀枪棍棒”的书刊录像往往都要想去试

一试，一试就会坠入“泥坑”，甚至走上犯

罪的道路。

自身原因。有的学生学习动机不强，

常常被其他诱因所左右；有的学生意志薄

弱，学习兴趣不持久，遇到困难和挫折不

能知难而进；有的学生情绪波动大，道德

认识模糊，分不清是非等。

总之，高中阶段的独生子女学习理念

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其行为表现与心理特

点也是复杂的。然而其转变过程又是漫

长的，故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要加强

教育理论的学习，不断优化其学习心理，

开发独生子女潜能，使他们在学习动机

和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能够主动协调发

展。⑧9
（作者单位：南阳市五中）

注重高中阶段学生心理教育

上海卧龙岗实

业有限公司向方城

县四里店乡前坪小

学 捐 赠 爱 心 桌 椅

150套。
通讯员 焦湘峰 摄

远离屏幕依赖
让孩子动起来

当下，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大

行其道，不仅成年人成了各种产品的“粉

丝”，就连孩子们也迷恋上了这些电子产

品。动画、游戏让这些孩子面对各种屏

幕的时间越来越长，由此产生的视力等

诸多问题接踵而来。

那么，家长需要采取哪些有针对性

的措施，才能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本

报记者梳理出以下方法，让孩子适当远

离“屏幕”，健康成长。

和孩子有个约定

孩子不懂节制，看动画或玩游戏总

想一次玩个痛快，可是孩子稚嫩的双眼

必须得到休息。关掉电子产品，孩子哭

闹怎么办？

那就事先和孩子有个约定，并且家

长一定要执行这个约定，督促孩子成为

“言而有信”的人。家长可以和孩子“拉

钩钩”，如果孩子看完了还要看，耍赖皮，

家长就可以取消一项孩子特别想做的事

情作为惩罚，让孩子懂得“游戏规则”。

用餐时远离电视

虽然吃饭时看电视已经成为部分大

人的习惯，但为了使孩子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更健康地成长，建议家长在用餐

时间将电视关闭，仔细品味食物的味道，

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

让孩子好好吃饭。

用亲子活动替代电子产品

带孩子发现一两项他（她）喜欢的

运动，然后陪他（她）一起玩，运动技

巧可以先忽略，重点让孩子享受运动的

乐趣。

在家里和孩子一起玩玩具、做游

戏，一起看有趣的图书，或带孩子去旅

行。这些看起来比打发孩子看电视、玩

电子游戏要麻烦的活动，不仅会让孩子

远离“屏幕”，还能为家长和孩子带来

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亲子关系。

鼓励孩子和小朋友一起玩

家长可为孩子准备一些可用于集体

游戏的玩具，如积木、百科图书等，邀请

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或鼓励孩子加入其他

小朋友，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分享合作

意识，也为孩子长大后社交方面的从容

得体打下基础。

到户外亲近绿色

家长应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去野营、

远足、游玩，多带孩子亲近大自然。绿色

的树木有益于孩子眼睛的放松，也有益

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父母应以身作则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如果在孩

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不仅给孩

子提供了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也促使

孩子效仿父母的不良行为。⑧9
（杨萌）

西峡县阳城镇中心小学师生到该镇敬老院进行献爱心活动，孩子们把饱含着爱意的

牛奶、饼干等食品送到老人手中，并给他们带去了歌曲、舞蹈、诗朗诵等精彩节目。⑧9
通讯员 闫锋 摄

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戏曲进校园”演出活动在市第七小学举行，该校近5000名师生
观看了市豫剧团带来的精彩戏曲表演，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⑧9

通讯员 杜建伟 张西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