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言传身教，立德启智，校内校外有口
皆碑；

她，勤勉务实，乐教善教，领导同事点赞
不已；

她，率先垂范，改革创新，教学管理成效
显著；

……
她就是常德市第四中学教务处主任、数

学兼物理教师朱金凤。

思想指引独树一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朱金凤认为，作为
一名教师，除了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
上的指引。

任教以来，她认真钻研教育心理学，从
细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学生的点滴变化
中，掌握思想脉络，看清问题症结，从而对症
下“药”。

2002 年，朱金凤有个学生叫张娟（化
名），刚进校时，成绩还不错。然而好景不
长，两个月后，张娟的情绪异常低落，成绩严
重下滑，朱金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
观察，她推测出了症结：原来，这个年龄段的
学生都很敏感，张娟也是一样。她妈妈“幺
妹”每天在学校附近卖炒货，嗓门特别大。
同学们得知后，张娟感觉特没面子，一直心
不在焉。朱金凤找了一个机会，与张娟聊了
聊。“你知道吗？朱老师很少佩服人，但特别
佩服你妈妈。”朱金凤故意停顿一下，引起了
张娟的好奇心：“你妈妈虽没读什么书，但她
下岗后，不像别人怨这怨那，还把炒瓜子这
么简单的一件事炒出了‘名气’。前几天，一
个朋友还问我认不认识她呢！”张娟听了非
常高兴，纠结了多时的情绪平复了下来，开
始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而感到自豪。

学校里，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多，这类
学生在城市的环境中很多有自卑的心理，容
易在人生观、道德观上出现偏差。对此，朱
金凤总是以邻家大姐的身份帮助他们、引导
他们。初三学生何妮（化名），是进城务工农
民子弟，长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由于受不
良学生的影响，十分喜欢佩戴耳环。有一
次，朱金凤走到她身边，伸出手来，轻声叫她
把耳环取下来。没想到，她很不服气，振振
有词地说：“我为什么要取下来？”朱金凤没
有训斥她，而是灵机一动，把她叫到办公室，
首先问她，想不想成为一个好学生？何妮不

以为然地回答：“那谁不想！”朱金凤接着说：
“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去各班了解一下，看看
戴耳环的都是些什么学生？如果是追求进
步的好学生，那我就同意你戴，否则，你就要
把耳环取下来。”一席话击中了要害，何妮再
也没戴耳环了。

教学方法自成一派

从教27年，朱金凤十分注重教学艺术，
讲课诙谐幽默，让原本枯燥的物理课成了
学生们的最爱。讲物理概念，有时开门见
山、单刀直入，有时旁征博引、曲径通幽；做
物理实验，既科学严谨又生动流畅，仿佛就
是一个魔术师，各种变化信手拈来却又精
彩神奇。

“跨学科授课法”是她的得意之作，学生
对物理学中出现的图形领悟有难度，不容易
理解，她就引用数学坐标知识来剖析；学生对
物理量间的比例关系难搞懂、记不住，她就借
用数学正比例函数和反比例函数来分析。

赏识教育是她一贯主张的教育方式。
她纠正了“最差学生”的传统偏见，破除以成
绩论好坏的衡量标准，让很多“问题学生”成
为了学习的主人。学生姚龙（化名）记忆力
差，往往今天讲的内容，明天就不记得了，但
他开朗活泼，品德好，善于交朋友。朱金凤
从赏识入手，让他担任班级卫生小组长，并
给他布置一些简单的题目。他做出来后，
朱金凤常常用“做得太好了”、“你真能干”、

“祝贺你！你的进步真快”等语言来鼓励和
激励他。

此外，朱金凤还十分注重教学研究，所
撰论文多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其中《初
中学生物理思维发展特点》《物理教学应从
处理三个关系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荣
获省级二等奖，《在试卷分析中实施自我教

育尝试》荣获国家级论文二等奖。

改革创新引领发展

朱金凤是青年教师的引路人，更是教育
创新的弄潮儿。2013年，她开始担任教务处
主任，实行制度化管理，并不断进行改革创
新，全面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你看——她带头建设“青蓝工程”，为青
年教师确定一学期工作目标，给青年教师压
担子，并提议开展师徒结对，大力打造优秀
教师队伍；她开辟“青蓝工程”网上专页，刊
载青年教师的教学日志、教学随笔和教学
思考，让老师们不断进行自我总结和相互
学习；她组织开展青年教师“五项技能”大
赛和“明义杯”教学比武，为青年教师的成
长奠基。

你看——她带领老师们开发适用于各
层次学生学习的“校本作业”，极大地降低学
生的学业负担，解决学生手边资料繁、杂、难
的问题；她举办“教学论坛”，鼓励师生互动的
多元化教学模式，倡导老师们以学生长远发
展为目标，个性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她自
创四中教学量化课堂评价标准，使老师们更
加注重课堂教学策略和学生学习方法的引
领，为常德教育教学的发展竖起了一面旗帜。

正是因为她不懈的努力，才会收获丰硕
的果实。2012年，她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
201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
任；2015年获得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年47岁的朱金凤，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她并不满足，她始终坚持用对教育事业的忠
诚，践行着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担当；
用对学子的无微不至，传递着桃李无言、春
蚕尽丝的人间大爱；用对师德的薪火传承，
谱写着一首教育事业的华丽篇章。

校园引领者
——记市第四中学教务处主任朱金凤

□本报记者 黄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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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渐至，习惯了城市处处的拥挤和喧
闹，而在常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矫治大院，
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一隅。尽管墙外万家团
聚、举杯欢庆，总有一群人还默默坚守在岗
位上，为深陷泥淖中的灵魂指引着方向……

1月23日上午8时40分，在矫治大院的
戒毒人员食堂里，41岁的杨钦鳞一身警服，
抱着厚厚的资料夹，笑容里带着丝丝暖
意。按照规定，思想稳定、身体健康的戒毒
人员可进入食堂劳动，为全所戒毒人员服
务。收集好资料，带一批新的戒毒人员到
食堂报到上岗，是杨钦鳞的任务之一。

这是杨钦鳞在这里工作的第3个年头
了。2014 年底，他作为一名转业军人进入
强戒所。戒毒人员血管上密布的针眼，或
失神或凶狠的眼神，都与部队内健康而富
有朝气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解
放军，是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现在我是一
名戒毒民警了，就要以从毒祸中解救吸毒
人员为己任！”他暗下决心。

从手头上的工作做起。在强戒所，杨
钦鳞一直负责八大队的内勤工作，也就是
最琐碎繁杂的那一块。心理咨询、教学计
划等18项戒毒人员教育工作档案，违纪考
核、诊断评估等24项管理工作档案，杨钦鳞
一条条记录整理成册，已渐渐占满了书架
的一整排。

杨钦鳞所在的八大队属于康复治疗
区，也就是戒毒人员矫治的第一站。现有
戒毒人员近百名，他们在这里经过了30至
45天的康复治疗后，再根据情况转往常规
矫治区。

深受毒品侵蚀，戒毒人员经常会做出
非理性的举动。有的毒瘾发作时，拿脑袋
往床上撞；有的睡到半夜，会突然发出惊恐
的惨叫；还有的甚至会采取吞食异物、绝食
等方法进行自伤、自残、自杀……而由于刚
进所不久，八大队戒毒人员的思想往往波
动较大。杨钦鳞深深感到，吸毒人员不仅
是违法者，也是毒品的受害者和身心的病

患者。帮助他们戒除毒瘾，既要矫正其错
误的行为认知，还要科学地进行心理矫治
和体能康复。为此，他拜当代陈氏太极拳
嫡宗传人李年初为师，苦心钻研太极拳，并
将太极运动引入戒毒人员体能康复训练体
系，组建了戒毒人员太极表演队，并将太极
运动推广到全体戒毒人员中。

2016 年，他在湖南省太极拳锦标赛中
荣获一等奖；今年元旦，他带领戒毒人员太
极表演队，在全所矫治成果汇演上获评了
优秀表演项目。最让他高兴的是，太极拳
康复治疗的法子有了效果，戒毒人员学会
了自我调试心理，过去让民警们头疼的打
架斗殴现象也已基本绝迹了。

除了整理台账、管理太极班，和其他民
警们一样，杨钦鳞还要履行按时值班的职
责。值一个班24小时，3到4个民警双岗坐
班，一队负责盯着监视器，另一队负责来回
巡查，一直到次日早上8点半交班。而根据
规定，夜晚值班民警不能睡觉休息，必须不
间断的对所在单位的戒毒人员进行安全巡
查，且每一个小时打卡记录一次，否则将视
为脱岗失职。

今年大年初一，刚好轮到杨钦麟值
班。“我老婆过去是军嫂，现在成了警嫂，家
里的事都靠她操持了。”杨钦鳞笑中带着愧
意。11岁的女儿还在家等着爸爸，但为了
帮戒毒人员回归正常生活，早日与家人团
聚，他不得不牺牲自己尽享天伦的时光。

离开矫治大院前，一抹阳光刚好落在
门边的黑板报上，清秀的字迹、精致的插
图，分外亮眼。见记者驻足，杨钦鳞连忙介
绍，这都是戒毒人员自己完成的作品，“他
们中不乏有才能的人，可惜走了一条错误
的路。”幸好，高墙之内，民警们心盛阳光，
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温暖和光明。

高墙内的引路人
□本报记者 李张念 通讯员 熊刚

长张高速迎返程高峰
本报讯（记者 李张念 通讯员 蒋中源）昨日，记者从交

警部门获悉，随着春节长假接近尾声，市域内各高速公路车
流量持续增加，已提前迎来返程高峰。

为确保高速路段安全畅通，湖南省高警局常德支队启
动应急预案，对常德市辖区内高速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
通过路面民警、监控摄像头实时反馈信息，当高速主干道路
流量饱和时，高速交警将采取控流、限流交通管制措施，沿
线收费站只出不进，削减主干道车流量；当车流量达到通行
条件时，将解除管制、分段放行。

高速交警建议，G5513长张高速目前车流量较大，自常
德返回长沙的司机朋友，可在常德通过石门桥互通上二广
高速，南行至龙塘互通（K124km+209m）后转长韶娄高速，
东行至长沙。

本报讯（记者 童宗锦 通讯员 陈
智勇 田明时 李雅蕻）元旦刚过，汉寿
县华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每天都是车
水马龙，生产加工车间一片忙碌。该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产品主要出口
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香港、澳门等
地，在海内外市场拥有较高美誉度。汉
寿以华乐公司为龙头的一批出口型企
业撑起了外贸大旗，去年完成进出口总
额9499万美元，占年计划的135.7%，全
市排名第一。自2008年批准为湖南省
首批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重点
县以来，外贸出口总额实现了连续9年
大增长。

近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以湖南
省首批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重
点县为契机，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环洞庭
湖经济圈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
机遇，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切实加强领

导，扩大对外开放。县主要领导曾10多
次带队对接海内外经贸活动。并深入
基层现场办公、实地解决具体困难与问
题，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优化投资环
境。通过招商引资和积极争取政策资
金支持，大力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据
统计，近年来，全县各级各部门共为华
乐集团、广源麻业、岩下荣祺、三建水产
食品等外资外贸进出口企业，争取外经
贸发展、加工贸易、中小企业国际市场
开拓等项目资金3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以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依托电子商务
互联网平台，拓展国内外市场，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广源麻业、岩下荣祺、
三建水产食品、登科材料等出口企业的
棉麻、混纺布（纱）系列、甜酸茭头、洞庭
湖大闸蟹、PE高新材料等主要产品远销
泰国、美国、韩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三建水产食品2015年实现
出口创汇323万美元，2016年实现出口
创汇600多万美元。华乐食品公司经过

“养殖、加工、检测、包装、销售”等环节
全方位认证的肉类系列产品，深受海内
外消费者青睐。2010 年该公司获得进
出口权后，当年实现出口业绩101万美
元，2016年增加到7158.24万美元，同比
增长 71 倍，占全县出口创汇总额的
75.35%，2017 年将开辟日本市场，力争
成为全国出口冻（烤）乳猪及肉制品系
列产品的外贸企业“龙头老大”。

开放型经济大力推进了外贸经济
发展并实现了新的突破。去年利用外
资7874万美元，增长17.6%，实际完成对
外投资中方合同投资额186万美元，占
市目标任务的100%，完成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906.70万美元，占市目标任
务的108.1%。2008年至2016年，该县新

增三建水产食品、登科材料、玖天汽贸、
新力华纳米材料、汉星机械、鼎鑫贸易、
圣迪服装、东永化工等外资（外贸）企业
累计30家，总数达到40家，已实现进出
口业绩的企业有16家，占自营进出口企
业总数的40%，该县连续5年获得省商务
厅授予的“湖南省出口基地县”“外贸强
县”“湖南省农产品出口基地县”等称
号。广源麻业、华乐农业获得“湖南省国
际知名品牌”。2016年9月，该县被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开放带动 电商助推

汉寿出口贸易实现9连增

市政协文史委慰问抗战老兵
本报讯（通讯员 魏旖娟）日前，市政协文史学习委民革

工作组委员们专程来到安乡县下渔口镇山西村，走访慰问
了抗战老兵严忠启老人，送上了25000元危房改造补助款、
2000元慰问金以及生活物资，向他致以新春的祝福。

严忠启老人今年96岁，是原国民党95师283团士兵，曾
参加过抗日战争，1944 年跟随部队转战贵州、广西等地，
1945年又随部队赴中越边境友谊关驻守并随部队接受日本
人投降。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负伤，为抗战胜利和民
族解放作出了牺牲。严老膝下没有嫡亲的儿女，一直和养
女一家共同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年前女婿病逝，家里更是
雪上加霜。

民革常德市委一直关注抗战老兵生活，致力于改善他
们的住房、医疗、生活条件。据统计，截至2017年1月，我市
仅有幸存抗战老兵98名，平均年龄已超过95岁，年龄最小
的也已90岁。今年春节前后，民革市委组织对所有抗战幸
存老兵进行了慰问。

春节期间影院人气旺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春节长假期间，除了走亲访友、全

家出游等活动外，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到电影院看电影，观
影娱乐成为不少市民的新需求。昨日，记者在市城区多家电
影院看到，电影市场新片云集，大部分影院都挤满了等待观
影的市民，自动取票机、售卖零食的小卖部也排起了长队。

“我提前到网上订了《功夫瑜伽》的电影票，本以为大年
初四不会有这么多人，没想到最佳观影座位已经被预订一
空。”市民杨先生说。据了解，各电影院观影人群以年轻人
为主，还有不少是拖家带口，全家总动员来看电影。某电影
院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春节期间的影片以喜剧为主，通过幽
默搞笑博观众一乐，营造出春节喜庆轻松的氛围，也迎合了
广大观众在电影院过春节的消费心理，适合全家人一起观
看。其中，《乘风破浪》《功夫瑜伽》《西游伏妖篇》较受欢迎，

《熊出没·奇幻空间》也受到小朋友们的热捧。

▶1月30日，寒风习习，穿紫河畔游
人依然不少，孩子们舔着棉花糖甜在心
里。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摄

▲昨日，市城区诗墙公园内，红彤彤
的灯笼年味十足，与颇具古典韵味的诗
墙相得益彰，节日期间吸引了众多游客
驻足参观。 本报记者 李张念 摄

旅游过大年渐成春节新时尚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宋淑娥 周洲）昨日，也

是春节黄金周的第五天，全市各大景区依然游人如织，自驾
车旅游者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宅”在家里，将团
圆聚会挪到景区，“旅游过大年”渐成春节新时尚。

流淌着乡愁的常德河街亮相央视《家和万事兴》特别节
目后，各地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品特色美食、赏民俗文化；桃
花源古镇地道的台湾表演团队热情互动，共同点燃欢乐的篝
火，体验红火大团年；城头山旅游景区带您穿越七千年，一场

“梦回城头山”的情景剧正在上演；柳叶湖、沙滩公园、白马湖文
化公园、诗墙公园、屈原公园、丁玲公园人气指数持续爆棚，市
区周边的桃花源、乾明寺、夹山寺、花岩溪也成为游客休闲游玩
的好去处，整个节日旅游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统计，我市纳入监测的五个景区——城头山、夹山、
壶瓶山、花岩溪、西洞庭湖，昨日共接待游客2.92万人次，同
比增长24.3%；实现门票收入199.31万元，同比增长26.18%；
全市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达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