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春光灿烂
猪八戒》，最后一集东海的泉眼坏了，小龙女
就是泉眼，泉中有眼、眼中有泉，相辅相成，
最后帮助东海避免了生灵涂炭。有这番感
想，是在一次送教下乡中，深深体会到上课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认真，其中老师的互帮互
助尤为重要。

2018 年，我有幸加入咸宁市廖明芳名
师工作室。12月18日，我代表工作室送课：

《从分数到分式》到何功伟中学，现在想来，
感触颇深。

一是送课前的准备，由于时间关系，这
次课前只打磨了一节课。上课的前一天，在
教研组长陶君老师的帮助下，我加班到晚上
12 点修改课堂的过渡语言，回家后我又反
复练习至深夜两点。因为我深知，只有老师
自己只做到心中有数、熟记于心，才能在课
堂上游刃有余。当天，我准备了一件呢子
衣、出题板和小奖品。记得上课的前 3 分

钟，我换呢子衣时，老师们都感到惊喜和意
外，纷纷表示：黄老师准备好充分.......也许
只是一些小事，但是课堂上，学生的反馈让
我认识到，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考虑周全，
而且前辈们身上有好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还有小奖品，其实只是一支红笔，但是一个
小小的奖品反射的是孩子们单纯善良的内
心。我还记得第一个同学回答问题，拿到奖
品时的满足感和其它同学羡慕的目光。也
许孩子们并不是喜欢这只红笔，而是表达了
他们对远道而来的老师们的尊重。

二是课堂的表现，说来很惭愧，这节课
我表现的并不好，没有达到自己和老师们
的预期。虽然整堂课的流程很熟练，也很
注重细节，但是预设不足。在讲分式时，请
同学们提出一个新问题。一位同学举例：
矩形的面积，但是在提出问题的时候，由于
语言没有组织清楚和紧张，其他同学都没
明白她的意思，导致这个问题纠结了大概

4分钟。这时，一位听课老师忍不住，提醒
我在黑板上画个图，这个问题才得以解
决。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小插曲严重影响
到了教学的进度，让我很有挫败感。也让
我意识到，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课前一定
要做好充分的预设，而且还要锻炼课堂上
随机应变的能力。

这两年，工作室又陆续组织了几次送教
下乡的活动，我对数学教学过程中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有着更深刻的感触。学习
数学的过程是枯燥的，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渴
望成功，渴望挑战带来的成功，这样的心理
就会使学生产生主动求知的欲望，所以，老
师在教学中，可以有意识的给学生创造挑战
的机会，让他们感到数学是有趣的，这样也
会让我们的数学教学充满活力和魅力。精
彩的教学设计是整堂课的灵魂，团队精心打
磨的一堂课能够提高学生们学习数学的热
情；对学生进行深度的预设可以很好的活跃

课堂氛围；数学知识如果可以通过玩游戏或
者活动操作来学习，更加有利于学生的理解
和记忆。

数学知识是鲜活的，只有当数学和学
生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时，才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也更有助于学生发现和理解
概念，形成数学思想和方法。通过每一次
的磨课，我们应该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点，这
样讲课的同事积累了教学经验，磨课的过
程也让参与其中的老师们得到成长。另
外，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发掘不同班级学生
身上的新鲜素材来辅助自身的课堂教学，
从而使我们的教学变得丰富多彩，让我们
的教学更有意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黄林 廖明芳

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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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了，但孩子好像有点没发挥
好，让他出去玩，也总是玩的不开心不尽兴，
怎么做好呢。”近日，刘女士询问。

考生考前承受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
力，在高考结束后一下子释放自己的压力，
如果做得不好会对考生的心理造成一定的
影响，高考后情绪的转换也十分重要。

英才教育王老师建议，不论如何，考生
要理性的面对现实。要明白考试已经结束，
成绩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临场发
挥等因素的综合结果，不管结果如何，考试
也都已经结束了。

如果感觉自己高考没有发挥好，不要怕
别人说，应学会主动和别人沟通，把自己负
面的情绪表达出来，适度的自我内心暴露正
是宣泄负面情绪的好方法。这时候要合理
利用父母，好朋友或是自己的老师这些资
源，合理的宣泄自己的情绪。

家长要随时关注孩子的情况。高考后
孩子出现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出来一些症
状，比如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整天等待、企

盼、六神无主等，这证明孩子可能因为失落
而产生了心理问题；如果孩子把高考的失败
看作前途的终结，整日长吁短叹，愁眉苦脸，
反复咀嚼自己的失败和痛苦，家长应引起重
视，以免孩子产生自卑心理。

考试结束后很多考生都会参加同学聚
会，不但玩得很晚，而且容易暴饮暴食。还
是要保证正常的休息时间，适当参加一些健
身和体育运动，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健康。

考生自己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
理性的看待自己的高考成绩。既不要盲
目乐观，也不要一味悲观，应反复评估自
己的分数，为以后选报志愿做好充足的准
备。考试已经结束，好与不好就这样了，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合理设计规划自己未
来的道路。

可以让孩子走到社会中去锻炼一下自己。
高考过后的学子们，投身
于社会实践，打打工、做
点事，挣点钱，在实践
劳动中打造鲜明的自我。

高考后如何转换情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态度倒是很认真，可是学习效率太低
了。”10 日，市民李先生想咨询如何提高自
家孩子学习效率，想请专业教育人士提供
合理建议。

咸安初中教师姚鑫介绍，学习时全神
贯注非常重要。尤其是青少年，要自觉排
除一切干扰学习的外界因素，在短时间内
专注一件事，可以持续学习20至25分钟，
然后休息3至5分钟。或者在学习时，把
学习分成若干个时段，每个时段学习25分
钟，休息5分钟。在短暂的休息中，也能得
到必要的放松和思考，缓冲学习的知识，避
免造成积压。

青少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对于
学习意义重大，我们清醒时受到的刺激和
学习的知识会在睡眠中得到加强。而通过
睡眠的休息状态，能刺激大脑对学习的新

知识新信息进行处理
强 化 ，形 成 知 识 记
忆。困倦的大脑很难
集中精神进行学习，

导致学习效率低下。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
缓解压力和放松身体的有效方式。

姚鑫老师介绍了一种提高学习效率的
方法——专注于多种学习方式。学生不仅
要让自己的耳朵听到新的东西，还需要找
到一种可以通过口头和视觉方式组合信息
的方法，比如和同学讨论刚学的知识，做笔
记或绘制思维导图等方法。通过多种方式
学习，能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知识。

可以把需要学习的信息、掌握的知识
分类，做成思维导图或知识点卡片，这样会
让大脑、思维条理清醒，方便记忆、温习、掌
握。同时，要学会把新知识和已学知识联
系起来，不断糅合、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这样能够促进理解，加深记忆。

青少年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树立
学习目标。目标明确有助于提高学习效
率。例如要求在规定阶段达到一定的学习
成绩，会促使自己更加用心和认真地去对
待学习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想办法更高
效完成学习任务。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山教育局

作风建设抓实抓细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汪延煜报道：近日，

笔者从通山县教育局获悉，该局狠抓作风建设，被
市、县有关部门评为文明单位。

去年以来，该局作风建设从小事抓起，从细
节入手，对服务规范、工作纪律、服务用语等方面
建立了“五不准、六个一”服务标准，梳理简化业
务流程，张贴业务经办流程图，发放办理业务指
南等，大力提倡“一口清”服务，展现了教育工作
者勤垦为民、服务高效的良好形象。同时，落实
窗口工作人员值班制度、请销假制度、临时外出
登记制度，坚决纠正庸懒慢拖和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突出问题，用实际行动赢得社会及学生
家长的理解支持。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孔老师引导我们向上向
善，开启我们的智慧之门。孔老
师的谆谆教诲，让我在学校学到
了知识，学会了学习，更学会了
如何做事怎么做人，给我的人生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通山县实
验中学学生李志在日记里，写满
了对自己老师孔首珍的爱。

孔首珍是通山县实验中学
一名普通语文老师，从教32年
来，她始终坚守初心，爱语文课
堂，爱所有学生，爱一路同行
者。她说：“要做个有温度的育
花人。”

名师在线
教育

咸宁名师孔首珍

做个有温度的育花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一支粉笔写春秋

1988年，孔首珍从阳新师范毕业进入
通山县杨芳中学任职。

17岁的小姑娘一下子由学生变成了老
师。面对小自己没几岁的学生，也许是源
于身为教师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
是源于师范名师的谆谆教导，她与孩子们
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首珍喜欢聆听教室琅琅的书声，喜
欢坐在办公室与同行切磋教艺的争论，更
喜欢与学生心灵碰撞交流时的欢乐。

2001年，在乡村老师进城考试中，孔
首珍以“笔试”“讲课”双项第一名的成绩调
入实验中学。在实验中学，孔首珍被领导
委以重任，让她担任了“现教班”班主任及
两个班语文的教学。

责任是使命也是动力。孔首珍白天
上课，晚上学习使用 PPT、Authware 和

flash等多媒体制作课件。周末她经常会
将一大摞的试卷和作文带回家批阅，她也
经常会为了一节公开课不停修改教案而
挑灯夜战。孔首珍说：“‘欲戴皇冠，必承
其重’，唯有努力，才不会辜负孩子们对我
的期望。”

半年下来，孔首珍所带班级成绩非常
出色。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学生的爱
戴、家长的好评和同行的信任。

孔首珍提倡温暖育人，在温暖自己时，
也温暖学生，温暖每一个同行者。“做温暖
的老师，首先要自己有光有热，才可以辐射
更多的人。”

“30多年如一日，孔首珍对工作始终充
满热情。”说起孔首珍，原通山县实验中学
的老校长陈贤政如是说。

三尺讲台展风采

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学生抛弃，
就必须终身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
识。孔首珍先后函授专科、自修本科，除了
在学历赶超同龄老师，与教学有关的杂志、
文章、新闻等她都必看，有经验教师的课她
都听。

孔首珍说，跟以前的去图书馆学习相

比，现在的学习渠道更多了，走进“名师课
堂”，关注教育公众号，“余映潮老师‘板块
式教学思路’都让我着迷，倡导‘青春语文’
的王君老师的‘语文湿地’我也经常光顾，
从这些名师身上我感受到了课堂教学的艺
术魅力。”

在孔老师的班里，学生们从来不用题
海战术，不会假日补课，但还能做到所带的
班级成绩在平行班中领先。而提高课堂效
率是孔首珍的秘诀。

32年来，孔首珍养成了一个习惯。她
对40分钟的课堂教学有着执着追求，不备
好课她不进课堂。每一篇课文，她都会精
心设计教案，制作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孔首珍说：“虽然很多课文已经教了十多
遍，但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学生，就会有不
一样的教法。”

孔老师每天都在琢磨着让课堂内容丰
盈一点，节奏紧凑一点，教法灵动一点，学
法多变一点，学生的收获多一点。

不断的取长补短，学习路上她从未止
步。2002年，孔老师代表学校参加全县青
年教师语文优质课竞赛，摘取了语文优质课
第一名的桂冠，2003年参加市语文优质课
竞赛，凭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新颖的教学设
计，获得市语文专家的一致好评。2016年，

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的优课竞赛
中，她主讲的《秋天》被评为“省优”。

一腔热血育桃李

2020年春节，疫情突发，在家中隔离
的孔首珍，与吴燕敏、朱琰等年轻老师，一
起承担八年级语文线上教学任务。

奔五的孔首珍老师，本可以堂而皇之
的找个理由推掉，但她并没有而是挑起了
重担。

第一次上《大自然的语言》直播课，为
了防止在直播时“掉链子”，耽误全年级
1600多学生的学习进度，孔首珍连续三个
晚上关着房门进行预录，嗓子讲哑了也坚
持练习，直到满意为止。

三个月的线上教学，孔老师总结经验，
写下的《疫情当下我的线上教学之旅》被知
名杂志刊出，她也被评为通山“线上教学先
进个人”。

对学生的教育，孔首珍一直认为“身教
重于言传”。比如背诵课文，要求学生背诵
的篇目，她会在范读环节当堂背诵。教学
之余，孔首珍喜欢写千字文、教学随笔、作
文指导、生活感悟等，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
下来与学生分享，这样也能激发学生的写
作热情。

班里学生徐可欣经过孔首珍经心指
导，获得国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她说：

“我们最喜欢的是孔老师的作文指导和评
讲课，她的作文课很生动，对我帮忙很大。”

通山县实验中学的校园里阳光普照，
春色满园。在学校里，孔首珍带头主讲示
范课，通过集体备课、多轮磨课规范青年老
师的教学行为，带动很多青年教师迅速成
长。

在“送教下乡”活动中，孔首珍通过送
课、观课、诊断、座谈、交流，助力乡镇学校
的语文课堂教学，为山乡的老师和学生送
去一份爱心。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陈辉
说：“孔首珍是通山中学语文老师不可多得
的人才，她教学技艺精湛，在指导年轻老师
方面毫无保留，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

有辛勤的付出才会有沉甸甸的收获。
近年来，孔首珍先后获评咸宁市“初中骨干
教师”“咸宁市初中语文骨干教师”、“咸宁
市巾帼建功标兵”“咸宁市学科带头人”“咸
宁名师”。

赤壁实验外国语学校

党员护学岗为学生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6月2日，赤壁市

实验外国语学校党总支在学校北门口的交通要道
处，组织开展了“党员护学岗”活动，为广大师生的
安全保驾护航，确保校园持续安全稳定。

早上6：30，党员们早已到达各自的岗位，采
取合理方式引导分流机动车、电动车，对车子停放
朝向、位置进行劝导，对乱停乱放、随意掉头堵塞
通道等行为进行劝阻，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同时，
劝导步行学生及家长走人行道，避免发生交通事
故，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家长您好，请在前面掉头并紧靠边停放
……”一个个党员、一面面旗帜忙碌在护学路上，
形成一道“爱心护学”的靓丽风景线，为学校师生
和家长传播文明交通理念，筑起一条文明交通防
线。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学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柯晓兰报道：6月

8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吉成，在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绝症女孩
带去生的希望。

张吉成今年21岁，来自青海，是咸宁职院体
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2020年12月被青海省红
十字会通知骨髓配型成功，2021年 5月确定配
型，6月8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
捐献。

“受捐献者是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小女孩，我还
收到了女孩妈妈的一封感谢信。”张吉成说，虽然
他们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身份，可是信中的话
语透露着浓浓的感激之情。

感谢信中写道：“恩人，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
您的感恩之情，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个普通家庭一
个全新的希望，给了我的女儿一个光明的未来。”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的配型成功率只有万分
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我国每年因为找不到配
型而无法得到救治的白血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患
者有三万人以上。

“一个人的能力或多或少都有限制，但是能为
这个社会做什么，就去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去救
助一个生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到武汉
之后，我感悟了这样一句话，生命向阳而生！”张吉
成说。

崇阳教育局

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陈义红报道：5月26日，崇阳

县教育局在县实验小学组织开展“2021年教育系
统学党史中华经典诵读大赛”活动。

全县30多所中小学校参与，共59个优秀作
品参赛。既有《红船，从南湖起航》《少年中国说》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样的红色经典诗歌；也
有结合本县党员红色故事而改编的《王大妈追忆
外公王佛炳》等现代诗文。本次活动通过以诵抒
情、以赛促学的方式，让广大师生深入学习革命英
烈事迹，感悟党的伟大历史进程，激励师生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温泉中学

开展法律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文晓莲报道：为进一步确保

校园安全稳定，有效提高在校学生的安全保护意
识和法制意识，全力预防和遏制青少年违法犯
罪。5月28日，市司法局、市普法办联合湖北宁华
律师事务所在温泉中学开展“送法进校园 普法护
成长”宣传活动。

活动中，李美成律师以“保护校园安全，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为主题作法治安全教育讲座。讲
座中，李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运用具体实例，以
案释法，以法论事。针对部分青少年学生青春期
自控能力较弱、法治观念淡薄的特点，结合自身工
作经验，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生动讲解了未
成年人容易触犯的几个罪名及如何预防青少年犯
罪问题，告诫同学们要遵纪守法，加强自我防范意
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