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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该校六（6）班金文静说：“我在学前班便爱上
了珠心算。学了珠心算，通过实拨、空拨、想拨的内化训
练，大脑转得更快，算数更方便，更节省时间。”

她的话语反映出崇阳学子对于珠心算的重视和喜爱。
该县1993年开展珠心算教育，2012年9月，该县被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确定为全国9个珠心算教育教学实
验区之一，中珠协会长丁先觉为该县实验区亲自授牌。

2012年12月，该县遵循“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积累
经验、逐步推进”的原则，从点到面，敲定部分学校作为
实验区，进而发展到现在的7所小学（幼儿园）75个教学
班、4500名学生学习珠心算。师资力量从1名发展到近

百名。
同时，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聘请省珠

协的专家名师讲课，选派珠心算教师先后到北京、湖南、
江苏等地学习考察，共培训珠心算教师248人次，基本
形成具有崇阳特色的珠心算教育体系。

此外，经常组织珠心算比赛。各实验学校校队选手
亦从各班选拔，进行校内各年级之间的珠心算竞赛。各
选手在省内省外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

作为崇阳县珠心算教研组一员，艾亚杰认为，荣誉
不是目的，推进珠心算教学是希望能启发智力、培养孩
子坚持、诚信、协作的良好品质。

阻燃剂可能影响儿童行为
阻燃剂广泛用于家具、床垫、地毯、电器等常见用品

中，很容易挥发并滞留在室内环境。美国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阻燃剂可能对儿童的早期发育产生意想不到的影
响，儿童接触阻燃剂可能引发好斗、抗拒等行为问题。

先前研究发现，环境中常见的多溴联苯醚和有机磷
系两类阻燃剂与儿童认知功能较差有关。在最新研究
中，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让92名3至
5岁的儿童连续7天佩戴一种腕带，这种腕带可以吸附环
境中的化学物质，以跟踪儿童接触阻燃剂的情况。研究
人员随后筛查了腕带收集的化学物质，并查看家长和老
师填写的关于孩子行为和家庭环境的问卷。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环境卫生》杂志上报告说，
数据分析发现，所有孩子都会接触到阻燃剂。在排除家
庭环境的影响因素后，接触有机磷系阻燃剂较多的孩子
更易出现好斗、抗拒、多动、注意力涣散和欺凌等行为。
在老师看来，接触多溴联苯醚较多的孩子不太自信。

研究报告通讯作者、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莫莉·凯尔
说，他们计划通过进一步研究，更好地认识阻燃剂与儿
童社会技能发展之间的关系。

新型试纸卡

测血型最快只需30秒
中国研究人员15日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报告说，他们研制出一种低成本的血型检测试纸卡，最
快可在30秒内准确鉴定多种血型，对紧急医疗救治具有重
要意义，还有望应用于野外、战场、灾区等资源紧缺环境。

目前临床常见的血型检测方法有试管法、凝胶卡式
法、玻片法等，其中凝胶卡式法最为常用，但每次只能单
独检测红细胞表面抗原或血浆内抗体，且需要使用实验
室仪器离心机等，操作较繁琐，耗时较长，成本也较高。

中国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罗阳课题组研究
人员找到一种在试纸抗原抗体反应发生后，能与血液物
质反应产生蓝绿色或红褐色变化的染料试剂，其中蓝绿
色表明血液中存在相应血型的抗原抗体，红褐色表明没
有此类抗原抗体。在此基础上，他们制成用于血型初筛
的传统ABO血型试纸卡、用于更复杂临床检测的ABO
正反定型试纸卡等。据称，前一种试纸卡单次检测时间
大约为30秒，而后一种复杂临床检测与罕见血型检测也
只大约需要2分钟。利用3500多份血样进行的分析结
果显示，这种方法准确率可达99.95％，误差主要由罕见
血型造成。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试纸卡可为抢救病人赢得时
间，有利于在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他们接下来计划进
一步优化试纸卡。估计规模化生产后，试纸卡每次的使
用成本有望低于1元人民币。

首份人造鸡肉问世
美国食品技术初创企业“孟菲斯肉类”近日宣布制

造出世界上首份人造鸡肉和鸭肉，认为这种不靠饲养家
禽生产出来的“清洁肉”有望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环境
影响，革新整个行业。

这家企业已经邀请科学家和厨师试吃过这种人造
肉，然后宣布计划在2021年将人造鸡肉推向市场。

公司官网介绍，研究人员从鸡和鸭身上提取细胞，
在培养皿中培育出人造肉。另外，公司专门打造一个技
术平台用于生产品种不一的人造肉。如果一切顺利，这
个平台有望帮助公司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
模，且能根据用户需求调整人造肉的口味、质地和营养
成分。

公司创始人乌马·瓦莱蒂说，传统家禽养殖业给环
境、人类健康和动物福利带来不少问题，且成本不低，而人
造肉技术不仅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还蕴藏巨大商机。

“孟菲斯肉类”企业位于高技术企业云集的旧金山
湾区，去年培养出世界上首个用牛细胞培养出的牛肉丸
子。而荷兰研究人员早在2013年就用牛肌肉中提取的
干细胞培育世界上首个人造牛肉饼，但成本堪称天价。

人物名片：雷介武，赤壁市教研室中
学语文教研员、副主任，咸宁市、湖北省优
秀语文教研员，中国教育学会先进工作
者，全国“新作文”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课题组核心研究
员，“湖北国培计划培训团队”授课专家。

做有思想的教研员
“语文一直不怎么受重视。某重点

中学实验班提前招录时，数学、英语分值
均为100分，而语文却只有50分，这让我
们这些语文老师的信念一天天被摧垮，热
情一天天被浇灭。”赤壁市实验中学的李
亚平老师忧虑地说。

“语文教学着实令人困惑：付出多，收
成少。”从事语文教研工作的雷介武说，

“不提升思想，又怎能激发斗志？”
思想有多远，舞台便有多大。雷介武

决意摒弃空洞的说教，开始用“理论风暴、
教学活动、榜样激励”来焕发语文教学的
生机，来改变语文老师恹恹以待的教学现
状。

雷介武组建赤壁市中学语文18人的
精英团队，先后赴湖北、湖南、浙江、山东
等十几个省、市学习，聘请全国著名特级
教师来赤壁指导教学，全面更新老师的教
学理念。

同课异构、听课评议、研讨观点、解读
文本、教学比武、朗诵展示……为碰撞教
学理念，他们甚至19人同讲一节课；为打
磨一个教学环节，他们甚至修订 20 多
遍。为了促进团队的发展进步，他躬行实
践，不仅主讲过国家级展示课和各级讲
座，还常常“下水”和老师“同课异构”，共
同解决教学疑惑。

生动的教研活动，净化并提升了团队
的志趣和追求。团队成员们无论是在业
务水平，还是思想境界，都有长足进步。
短短五年时间，他们获得国家、省、市级优
质课、论文奖58人次，发表论文26篇。更
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全市语文教
师的教学热情空前高涨。

做有胆魄的教研员
雷介武说：“多少年来，语文教学一直

华而不实。比如，阅读教学总是倡导‘教
学方式的改革’，作文教学总是注重‘教学
技法的指导’，但这一切，只留给语文课堂
一个‘少慢差费’的悲催标签。”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直到他发现上
海师大王荣生教授的“语文课程论”中指
出“教学内容”的重要性时，终于豁然顿
悟，研究，就应该从这里着手！于是，他迅
速组建研究团队，开始了长达5年的“文
本价值的教学选择”省级课题研究，在全
国率先实践论证、发展与运用王荣生教授
的理论。

这个“率先”，是需要眼界、勇气和胆
量的。这个“率先”，甚至是有点反传统、
反大众的。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研究方
向是成功的。

2014年课题结题时，雷介武主任率
领下的团队成果不仅得到了省级认证专
家的高度赞扬，王荣生教授还亲自从上海
赶来，充分肯定了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和科
学性。2016年，在全国教育科研成果评
比中，“文本价值的教学选择”课题获得全
省中学语文唯一一个国家一等奖，反响强
烈。

脚步没有停止，探索还在继续。

当前的作文教学模式层出不穷，作文
技法书籍难以数计，可学生写作水平普遍
低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面对作文教学，
众多语文老师也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于
是，雷介武将研究的目标转向新的“老大
难”——作文教学。

雷介武通过反复对比、研究国内外作
文教学后，大胆疾呼：“写作技法的指导”
并不是作文教学的出路，不能成为写作指
导的核心。学生敏感的观察与感悟能力
才是学生写作的源动，是学生迫切需要
的！

他认定了学生作文应该要淡化“怎么
写”，强化“写什么”，认定了这才触及到写
作之“本”。他基于学生写作实际的需求，
请教了省内外十多个专家，获认同后，申
报了国家级课题“‘写什么’的作文教学研
究”，并带领团队赴山东威海参加课题论
证活动。他相信，数年后这个课题定能结
出累累硕果。

做有爱心的教研员
“雷主任，我的《语文课程论》看完了，

书还给您，您能再给我看什么书呢？”此情
此景，是雷介武办公室中常出现的画面。

面对年轻教师的到访，雷介武从不吝
分享自己的学习资料。他慷慨地从办公
室书柜中挑出几本教学专著递给求学若
渴的老师。

当我们得知雷介武即将作为封面人
物出现在《中学作文教学研究》杂志上时，
我们问他：“您在教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不
少吧？”

雷介武淡然一笑，说：“勉强吧。在全
国核心期刊发表课题专业论文38篇，主

编（参编）学术著作15本，被邀至武汉、宜
昌、咸宁及浙江温州等地做学术报告20
场以上。不过，‘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我更希望我的团队成员都有
进步，都有成果，并带动全市语文教师的
一起成长。”

雷介武所说的话是很实在的，也是很
真诚的。他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普通的语
文教师，他视同行为倾心的朋友而尽心帮
助。下校听课视导时，对教师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他体谅但不避讳；他一针见血却
诚挚温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从教师
点滴的教学活动中，剖析、提升其教学理
念。

为了能让全市语文教师的水平得以
提高，雷介武想着法子组织老师外出学
习，集中研讨；变着法子督促老师反思提
炼，实践运用。

每一年省市优质课竞赛来临之时，就
是雷介武严酷之日，因为他要全力为老师
创造发展的平台！他告诫参赛老师：机会
只有一次，要拼！于是，听课、评议、修订，
反复再反复；设计、表达、课件，斟酌再斟
酌。当老师迷失时，他就亲自备课；当老
师倦怠时，他就亲自试讲。甚至是为了一
个课件背景，他能花整整一周时间帮忙制
作；为了一个创意设计，他会查阅数十本
教学刊物；为了一句教学语言，他能在寒
冬的深夜，翻身起床记下半梦半醒中的思
维灵感。

“要不是您指导我，我怎么能取得这
么好的成绩呢？”在全省优质课竞赛中获
得一等奖的饶爱华老师对雷介武说。而
每每这时，雷介武总会露出欣慰的笑
容。

雷介武和他的语文人生
通讯员 胡新华

科技资讯崇阳县实验小学三名学生勇夺世界珠心算团体三等奖——

“神算子”的摇篮
记 者 赵晓丽 特约记者 汪佳

勇夺世界珠算大奖
14日，在崇阳县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正在进行拨珠练习，各个聚精会神，“一下五去四，
三下五去二，一去九进一……”

近年来，该校试图将“珠心算”作为实验课程，融入
数学课堂，培养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这种教学方式结出了硕果。去年7月，该校珠心算
队3名队员在湖北经过激烈竞争后脱颖而出，代表湖北
出战第六届世界珠心算大赛，一举夺得大赛团体三等
奖。

第六届世界珠心算比赛在香港九龙举行，来自美
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3支代表队共220余
名选手参加比赛。

该校学生杨宏磊、周攀、金文静代表湖北学生A组
出战，参加了加减、乘、除3个项目的角逐。

14日，回忆起比赛现场，正在就读6年级的杨宏
磊仍然激动不已。他也说起了自己学习珠心算的经
历：“我对珠心算很感兴趣，在老师的督促下，从小我
就一直努力练习，增强了记忆力，学习成绩也越来越
好。”

据介绍，珠算过程中孩子双手拨珠，能促进左右脑
平衡发展，同时开启儿童智力建立脑图像导入心算，在
听心算和看心算的过程中，可达到提高注意力、记忆力、
空间想象力的目的。

多年坚持珠算教育
该校三名学生取得佳绩，离不开他们的指导老师艾亚杰。

“我校曾获得全国珠心算大赛二等奖，多次获省、
市、县珠心算大赛一等奖。之所以我校珠心算能走向世
界，是因为领导很支持、学生敢吃苦、老师很敬业、人人
有目标、堂堂有指导、课后有练习、天天有检查、周周有
评比、月月有活动、期期有比赛。”艾亚杰自豪地说。

为了让学生们真正学会珠心算，爱上珠心算，艾亚杰
与其他老师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把珠心算和数学教学活动有
机融合，激发学生活动兴趣，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

他们平时不仅认真研究教材，不断探索优化教学方
法，自身还坚持学习专业知识，组织培训，网上查阅有关
珠心算教学新方法，技能，订阅有关珠心算资料等。

“教师要教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先有一桶水，
更要有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水。”艾亚杰表示。

同时，老师们还做好课后辅导工作，注意分层教学，
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求。

“除了老师跟学生，家长的配合很关键。”艾亚杰说，她经
常与家长的沟通，让家长帮着督促检查，强化学习内容。

据了解，该校一直坚持一个宗旨——办特色学校，
其中，珠心算就是该校特色实验教学之一。

从1993年，该校开始创办珠心算兴趣班。2002年
开始，该校扩大实验规模，试着“从娃娃抓起”，学生从小
学一年级就开始接触珠心算，形成了浓烈的学习氛围。

形成特色教育体系

众所周知，人类
的快乐可以通过笑声
传播。研究人员发
现，新西兰一种鹦鹉
也拥有类似的魔力

“笑声”，能把“快乐”
传播给同类。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20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称，这种
鹦鹉是新西兰特有鸟种啄羊鹦鹉，其成年体长可达50厘
米，因经常攻击羊群而得名。这个最新发现使啄羊鹦鹉
成为已知能通过发声传染情绪的第一种非哺乳动物。
此前黑猩猩与大鼠被发现拥有类似能力。

这项研究在新西兰南岛一个国家公园展开，研究人
员对着野生啄羊鹦鹉播放不同声音的录音，其中一种便
是被认为具有“快乐”感染力的啄羊鹦鹉的“嬉戏叫声”，
此外还有啄羊鹦鹉的其他叫声以及当地知更鸟的叫声，
每种叫声的录音播放5分钟。

研究结果显示，一旦野生啄羊鹦鹉听到同类的“嬉
戏叫声”，它们便会进入活跃状态，而且许多啄羊鹦鹉不
是加入已在进行中的嬉戏，而是去找未在嬉戏的同类一
起玩，或独自玩附近的物品，或表演空中特技。

论文作者、奥地利梅瑟利研究所的拉乌尔·施温格
说：“与人类笑声类似，这种‘嬉戏叫声’对听到的鸟有情
感效应，使它们处于活跃状态。”

研究人员认为，从拟人角度看，啄羊鹦鹉的“嬉戏叫
声”是某种形式的“笑声”。 （本报综合）

鹦鹉也会笑
还能把快乐
“传染”给同伴

从1993年起，崇阳县实验小学开始
创办珠心算兴趣班。20多年来，该校学生
先后获世界珠心算团体三等奖，全国二等
奖，多次获得省、市、县珠心算大赛一等
奖，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神算子”。在此基
础上，崇阳县形成了珠算特色教育体系，
营造了浓郁的氛围，成为“神算子”的摇
篮。

教育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