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岁月几时好，最美芳菲四月天。”4月里，我市的中小学校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春季校外活动。4月9日至10日，武
陵区东升小学开展了校外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开启一场“亲亲常德”之旅。4月11日，武陵区紫菱小学全体师生开展了“带
上文明，走进春天”的社会综合实践活动。

图一：武陵区东升小学学生在花果山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开展团队活动。
图二：武陵区紫菱小学学生在桃花源景区内玩游戏。 本报通讯员 刘莹 毕玉兰 王安妮 摄

四月春光好
正是踏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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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参加常德市经开区史彩平小学语文名师
工作室“教好古诗，传承经典”活动后，我忍不住下
笔成文，对我所执教的语文S版六年级下册的古
诗《送元二使安西》作一个小结，剖析执教此课的
心路历程和课堂教学的得与失。

一、文本解读深处行
为了上好这堂课，我收集了大量资料，最终沉

醉在古诗描写的意境之中，冷静地对本诗做出了
一番自己的解读：它是盛唐著名诗人王维所著的
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王维的好友元二将远赴
西北边疆，诗人特意从长安赶到渭城来为朋友送
行，其深厚的情谊，不言可知。这首诗既不刻画酒
筵场面，也不直抒离别情绪，而是别具匠心地借别
筵将尽、分手在即时的劝酒，表达出对友人的留
恋、关切和祝福。整首诗歌，情意兼美，有景语，有
情语，情景交融，感情深蕴，余味无穷。

于是进而将本课的学习目标定位在：1.了解

多音字“朝”“舍”在诗句中的正确读音，明白“使”
“浥”“更”等词语的意思。

2.咀嚼和体悟“柳”“无”“劝”“更”等重点词语
的情味，体会作者语言的精妙。

3.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之间的
深情厚谊。

二、团队磨课教路宽
在不断的改进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我先后请

教了市教科院小学语文教研室张璟等多位老师。
在设计了第四稿之后，进行第一次试讲，之后邀请
全校语文老师来听课，得到了语文教研组各位老
师的建议，其中以胡加福校长的建议最为全面。

结合大家的建议，我将重心转移到了诗中关
键词句的理解和赏析上，采用以诗解诗的办法，重
点指导学生探究和理解送别诗中出现“柳”——留
这一文化意象。

在后面一句的理解上，我采用创设情境，渲染

铺排之后让学生抓住“更”来做文章，采用“劝酒”
模拟体验的形式，让学生真正进入到“劝君更尽一
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景之中。

于是，一堂还算“像样”的公开课终于成型了。
三、课堂得失子自知
检验公开课是否优劣的唯一标准，还是要在

课堂中看。我在桃花山小学上了一堂公开课，事
后反思。整堂课，关于情境的渲染，教学设计的火
候上还欠考量，课堂突发情况的预设与处理还欠
智慧。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课的设计要有自己
的符号。本堂课的设计我是“博采众长”，熔于一
炉，将各个教学设计版本里面最优秀的版块拿来
为我所用。这也导致了我此次课堂教学中出现了

“水土不服”的现象，我想：课如其人，自己是什么
样的性情，设计出来的课也该和自己是一般的性
情吧，不矫揉，不造作，随心随意就好。

课，该有自己的符号
□桃源县木塘垸镇中心小学 喻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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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
员 吴泽涛）4月16日上午，临澧县
第三中学组织七、八年级学生开展

“慧眼找隐患”主题教育活动。让学
生们用自己的眼睛发现校园内的安
全隐患，提高学校安全教育实效。

活动中，各班班主任讲解学校
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教给学生们一
些常用的工作方法，如识别灭火器
是否有效的方法、观察教室和寝室
的设施设备是否正常的技巧、排查
学生之间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等
等。然后布置学生对校园内安全
防范工作进行大检查，还鼓励学生

到生活中、家庭中去积极寻找可能
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培养学生自
查、自纠安全隐患的良好习惯。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校园内的安
全隐患，把自己看到的，认为有安
全隐患的地方记录在下发的登记
表上，统计后上报政教处，再报送
学校总务部门进行整改。

此次活动的开展，学生参与其
中，通过切身感受让他们认识到安
全工作与其自身息息相关，提高了
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平安校园的创
建工作。

“慧眼找隐患”助推平安校园创建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覃业彦 熊选华）4月11日，石门县
夹山镇完小六年级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易锋喜领 500 元贫困寄宿生
生活费补助。至此，该县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发放2018年春季学期
国家教育资助金额已达 1997.589
万元，惠及学子69820人次。

石门县属武陵山片区，是省级
贫困县，教育扶贫是该县脱贫攻坚
的措施之一。近年来，该县把“贫
困生资助全覆盖”作为教育精准扶
贫的重要举措来落实，建立了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盖资助
体系，据该县学生资助中心统计，
本年春季国家资助涉及困难家庭
幼儿入园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免教

科书补助、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
生生活费补助、高中助学金、高中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
费、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免教科书费、中职免学费、中职
助学金、普通高校毕业生贫困地区
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为使资
助公开公平阳光操作，确保资助资
金足额及时发放到位，该县教育局
制定了资助中心——学校——班
级规范操作方案和资助金发放制
度，层层签订了责任状，严格实行

“问责”制。截至发稿时，以上各项
资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学生手中。

国家教育资助惠及近7万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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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彭三英 文/图）
《弟子规》被编成韵律操，成为孩子们课间活动的
“新宠”。鼎城区严家岗小学用“音乐+动作+文化
经典”的形式，让学生在传唱和舞动中感受国学经
典的魅力，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品德。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在学
校的大课间，记者看到，1800多名学生正在做《弟
子规》韵律操。优美舒缓的旋律配以简单易学的
古典舞蹈动作，韵律操透露出国学经典的古韵和
小学生的朝气。

韵律操的舞蹈动作编排者程靖芸是该校的
语文教师。这位湖南师范大学舞蹈系毕业的高
材生，仔细推敲《弟子规》的每一章、每一句甚至
每一个字，通过精心编排，将古人读书、礼敬长
者、见面鞠躬等动作元素巧妙融入韵律操当中。
大课间时，她在操场前领操，学生们一周内就学
会了这套国学韵律操，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

情操。现在，全校学生大部分已经能够全文背诵
《弟子规》。

将国学经典编成韵律操，这个创意来自学校
创新传承经典的愿望，也源于对学生的爱。“学校
的留守儿童不少，他们缺少爱，更渴望得到老师、
同学和社会的关注。身为校长，我在不断寻找着
一种好的教育方法，希望能给学生们更多的关心
和爱，也希望能唤起同学们之间的爱。当我深入
接触《弟子规》后，发现它就是这一剂良药。”严家
岗小学校长任定华说。

《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依据孔子教诲
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
爱。将《弟子规》融入课间操的同时，严家岗小学
还开展了寻找最美国学传承者、最美品德少年等
活动，鼓励学生将感恩、孝顺等传统美德付诸生活
实践，争做“知教道、懂礼仪、讲诚信、爱学习”的好
少年。

音乐+动作+文化经典

唱跳“国学”成课间活动“新宠”

本报讯（记者 钟勇 通讯员 曾群）“快点！快
点！科普课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去占位置！”4月
14日，市图书馆“常悦课堂”举办的“小小爱迪生”科
技小制作活动在小朋友们翘首以待中开讲了。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场内座无虚席。授课老
师以家喻户晓的科学家爱迪生提问开场，小朋友

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兴趣引发了孩子们对日常
生活现象的疑问。接着“风从哪里来？”这一寻常
的生活现象发问，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答案千奇
百怪，妙趣横生，笑声连连。随后，志愿者老师对
风的产生作了专业解答，并对电风扇的制作原理
进行科普传教，小朋友根据所学所知，认真思考，

动手进行组装、连线、调试，最终制作出自己心仪
的小电风扇。

本次活动共吸引近 100 名家长及小朋友参
加，参与者对活动赞不绝口，好评如潮。常德市图
书馆以科技引导阅读方式，用阅读启发科技思维，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生动的“第二课堂”。

市图书馆“常悦课堂”成孩子“第二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世芬）4月
9日下午，在桃源县木塘垸镇中学
多媒体室，全校女生召开了一个

“特别的会议”。
木塘垸镇大部分青壮年都外

出务工，留守儿童人数居多。正处
于青春期的女生对自己生理和心
理上发生的改变，感到不知所措。
由于异地原因，家长的疏导工作也
得不到很好的成效。针对这一现
象，该校采取设立留守儿童会亲室、

心理咨询室、专业心理辅导老师等
一系列措施进行疏导，定期召开女
生指导座谈会。女生“特别的会议”
上，心理辅导老师封艳红给学生讲
述了青春期的困惑以及怎样调节。
课上很多学生都踊跃发表自己对于
青春期的认识，分享自己的体会，
课后还有学生单独咨询。

“女生特别会议”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雷江峰）“山
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我……”4 月 12 日下午，武陵区教育局机关道
德讲堂里传来铿锵激昂的歌声，区教育局机关
干部、区属中小学校工会主席等 70 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

此次道德讲堂以“以德立身，团结奉献”为主
题，通过 6 大环节，号召每一名武陵教育人进一
步加强师德修养，乐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书
写不平凡的篇章。在学模范环节，大家首先观看
了视频《九位老师对一个学生的义务辅导》，细细

体会“山路上九双脚印，叠映同一道家门，传道授
业的答案，用爱注解坚贞”表现出的崇高师德。

活动邀请了“全国无偿献血先进个人”“武陵
区首届田工道德奖”“常德市优秀志愿者”荣誉获
得者罗俊明老师分享了他的故事。他是一名“献
血达人”，从2012年至今他已献血186次，献血总
量 37200 毫升；他是一名“支教老师”，2014 年他
克服多种困难赴桑植支教，先后获得桑植一小

“领军教师”“张家界市市运会优秀裁判员”等称
号；他是一名“爱的传递者”，近些年来他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走访贫困励志学子，关爱留守

老人。“无论是石门县的9位教师，还是我们身边
的罗俊明老师，都有着高尚的师德和乐于奉献的
精神，我们也要借助榜样的力量不断提升自己，
做一名‘四有’好老师！”参加活动的机关干部徐
雅琴感慨道。

武陵区教育局历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
发挥“道德讲堂”的教育阵地作用，为武陵教育人
带来精神上的洗礼，为教育系统营造出“积小德
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激励更多的
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武陵区教育局道德讲堂促以德立身团结奉献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黄秀英）4 月 12 日，市教学仪器站
站长陈华军带领全站在职党员志
愿者来到桃源县观音寺镇中学开
展送“实验课”下乡活动。

在观音寺镇中学，黄秀英老师
所授《氧气的实验室制法》复习课
注重知识的重建和学生动手能力
的培养，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高，教学效果明显。王毅老师所授

《观察植物的鳞片叶》复习课注重
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巩固知识，学
生不仅熟练掌握了显微镜的使用
方法，而且对植物细胞的结构也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两堂课受到了
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听课教师
纷纷表示此类活动让他们感受到
了实验教学的魅力，为日后开展实
验教学工作提供了借鉴。

近年，市仪器站以实验教学工
作实现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教
师“优质化”、实验教学“常态化”
为目标，积极开展中小学实验室
标准化建设示范校创建活动与实
验教学抽查活动，举办每年一届
的实验教学说课竞赛、教师实验
技能大赛等系列实验教学活动，
组织骨干实验教师培训，从而有
效地促进了教育装备应用，提升
了实验教师教学与实验室管理水
平。“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探索

‘市、县、校’三级联动开展教育装
备管理及应用经验共享、教师联
片研修、远程资源共享、实验教学
交流模式，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教
育装备管理水平与实验教学教师
业务素养，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
展而努力。”陈华军向记者介绍。

市教学仪器站送课下乡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
员 刘圣鸿 许翔）4 月 12 日，汉寿
县地税、国税携手，在县城龙池实
验中学开展了“税收在身边、普法
进校园”活动，培养学生从小树立
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观念。

活动中，该县地、国税务干部
走上学校讲台，认真给学生讲解
相关税法知识。同时还进行了税
收知识抢答赛、发放《税收知识读
本》、张贴“环保税答题集卡赢学
习基金活动”海报等环节。除了

进校园，活动还邀请 20 位学生参
观地税局荣誉室、文化走廊及国
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厅。通过现场
感受，让学生们了解到税收工作
的宗旨、奋斗历程和背后故事，明
白 税 收 与 发 展 、民 生 的 紧 密 联
系。不仅如此，学生们还体验了
办税厅模拟办税环节，通过现场
模拟网上纳税申报、申请代开发
票以及自助办税、窗口办税等情
景，当了一次“纳税人”和一回“小
税官”。

汉寿开展税法知识进校园活动

严家岗小学韵律操。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文铁强 李耕）4月16日，市直教育
单位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
训班在常德外国语学校开班。市
教育局和市直各中学全体科级干
部共计210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5天，旨在使市
直教育单位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
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意义、历
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到实处。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汇
诰在开班仪式上指出，全体参训人
员要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深刻认识
举办此次培训班的重要意义。要明
确任务，找准方法，通过培训做到统
一思想认识。要珍惜机会，端正学
风，切实做到严格要求学有所得。

市直教育单位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