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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省数学骨干教师郑建

帮学生找到成功的“勾股定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

朱亚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自觉性太差了，一会都坐不住。”近日，家
长方女士咨询，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
呢？
紫荆花教育集团负责人李老师介绍，所谓
“自律”，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在没有人监督
的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以一定的标准和行
为规范指导自己的言行，自己约束自己，自己
要求自己。
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家长必须以身作
则，给予孩子正面的影响，在日常行为中为孩
子树立遵守规则的好榜样。例如行人车辆要
遵守交通规则，和小朋友玩游戏要遵守游戏规
则，礼貌待人等，并在日常生活中就如何遵守
规则给予孩子监督指导，让孩子明白遵守规则
的严肃性。
引导孩子设定目标。设立目标是实现自
律的有效步骤，没有目标的人，就像海上漂泊
的船，随波逐流。为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当
完成了设定的目标，会在你的心中有很大的
成就感和满足感。完成一个目标，再定下一
个，让自律逐渐成为习惯。例如学习写作，就
要定下目标，每天写多少字，每天读书多长时
间，坚持下去。
父母一定要经常反思自己最近的行为和
思 想 ，也 要 让 孩 子 反 思 自 己 的 行 为 和 思 想 。
找出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明白今后的努力方
向。
“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无过
已。”只有经常反思自己的过失，才会不断地
积累经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每个人难
免都有缺点和不足，也不可避免会犯错，要做
到自律，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反省自己，
勇于自我批评。
当孩子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可以适当奖
励，如听歌曲、散步、吃美食……这样，当孩子
做下一个任务时，才会有更多的期望和动力。
自律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不
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持之以恒，坚持很长一段
时间。慢慢地，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时，孩子
感觉到的不是约束，而是力量。

教育

名师在线
59 岁的郑建，是咸宁高中一名数学老
师，近 40 年教龄，一直工作在高中数学的
教学一线，先后获得省数学骨干教师、咸
宁市常规教学先进个人、咸安区学科带头
人；发表论文 10 余篇；咸高青蓝工程骨干
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全国比赛，获全国数
学联赛优秀教练。
7 月 4 日，郑建接受记者采访，畅谈学
生如何学好数学，老师应如何培养好学生
分析问题、分类讨论问题的能力，如何帮
助学生找到成功的
“勾股定理”
。

记者：在您眼中，数学是一门什么样的
学科？
郑建：数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
科，要求学生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模
型建构能力。高度的抽象性、结论的确定
性和应用的广泛性是数学的特点。要想学
好数学必须具备三大能力，即运算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其中逻辑思
维能力是核心，运算能力是基础，空间想象
能力主要用于做题中，而逻辑思维能力包
括判断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数学建模能力
以及对数学解题的分析能力。
记者：多名学生在您的指导下，高考时
拿到了数学满分的好成绩；也有很多人慕
名找您，希望您能提高自家孩子的数学成
绩。能否分享一下您的
“教学秘诀”
？
郑建：40 年，我在教学中不断的摸索教
学方法，怎样让孩子学好数学，是我和所有
数学老师共同追求的目标。
第一，记住公式。我要求学生牢记一
周所学的新公式。公式是学生学好数学、
切好数学这道菜的切菜刀，只有将所有公
式牢记于心，才能更好的学好数学。
第二，公式的运用。课堂中，我会适当
提醒学生如何运用公式，解答数学题目。
不管是公式的单独使用，还是花式综合使
用，我都会给学生更多的演练机会，让他们
在更大的空间里运用所学。
第三，解题基本方法。通过解题实战，
让学生在形、定义、导数等内容上进行判
断，解说有哪些基本做题方法。
第四，基本解题技巧。进入高三后，我

要求学生的桌子上不准再出现公式表，一
旦发现，便会现场抽查公式内容的背诵，我
要求他们将所有公式都刻在脑海里。
最后，梳理易错点。老师和学生一起
梳理所有易错点。学生自己先分类梳理一
份，然后再由老师帮忙总结，分析问题所
在，再将易错点总结打包，老师根据这些分
类，进行综合讲解。
教学生学数学，其实没什么诀窍，关键
是培养好学生分析问题、分类讨论问题的
能力，在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里，不断强化
以上五点训练，并不断分析自身问题，老师
再帮助解决问题，并让学习养成爱思考、懂
思考的习惯。
记者：面对枯燥的数学学习，老师如何
让孩子有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如何突破
学习的瓶颈？
郑建：在课堂中，老师应充分将教育和
教学结合一体，在学生感到茫然时，及时给
予帮助，不断鼓励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动力。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教学育
人的理念，那就是：帮学生找到成功的“勾
股定理”
。
在课堂中、在课外，我会在恰当的时机
里给孩子做思想工作，最经常做的事就是
给学生讲名人励志奋斗的故事，恰当地输
入民族自强、国家兴旺等社会主义价值感，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升学生学习动
力；还会组织学生分组总结鼓励自己和自
己的同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营造好
班里“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向前奔、大家
都在向更好的自己迈进”的积极向上的良

好课堂氛围。
曾经班里有位学生说他高考数学是准
备直接放弃的。我找到了他，问他为什么
要放弃数学，他说，一是他准备高中毕业后
直接去当兵，二是数学在日常中使用很少，
几何、函数，
学着没什么用。
我语重心长的跟他说：
“ 当兵做军人，
是报效祖国很好的方式，方向很好，你很有
志向，如果能高考时考个军校就更棒了，进
入部队就是军官，能带领更多有志向的人
保卫祖国。人生分为很多个不同阶段，高
中是学习积累的阶段，长大后要谋生，为社
会做贡献的同时收益人生价值，这样就必
须有平台，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习的目
标，小学时学好语数外，初中时学得更多，
高中的学习又不一样，工作后也应有学习
目标，格局应放大一点，数学用处不大，但
如果学好了，高考分数上升一个大台阶，就
能让你上一所更好的军校，也就能让你离
军人梦想更近一步。
”
数学是一门艺术，学好数学，要善于培
养动力、能力、强力“三力”，让学生在“我想
学、我在研究怎么学、如何学好”中互相促
进，形成良性、科学的学习动力。
记者：近年来，你一直在带高三毕业
班，对于冲刺高考，您有哪些心得？
郑建：迎接高考前，我们老师都提前为
学生安排好了复习备考的时间，班里每个
学生也都订立了属于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
习计划。
第 一 轮 复 习 中 ，我 们 主 要 抓 基 础 复
习。我会领着学生，将高三以前的所有数

学课程，最基础的进行全盘复习；第二轮复
习中，我主要强化重点。我会将历年高考
真题进行分析总结，带领孩子进行临题模
拟和分析；第三轮复习中，我会进行有针对
性的刷题，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战中。
记者：作为骨干教师，您在教学方面如
何保持不断创新的？
郑建：我是非常热爱教学工作的，40 年
来，我始终保持着一颗真诚的心，对待每一
位学生。为了教好每届学生，我不断学习，
积累更高效、更科学的教学理念，不断总结
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每节课
前，我都会提前备好课，在围绕培养学生的
数学思维能力上下功夫，将所思所想融入
课堂。

孩子过度在意外表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记者：高考是一场车轮战，但并不是意
味着是学生一个人的战斗。对于高中学生
的家长，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郑建：高中孩子都特别敏感，这与孩子
的青春期与高压期的重叠有关。进入高一
后，家长应始终与孩子保持好良性的沟通，
让学生开心地接受来自家人的建议和观
点。
家长与孩子说话前，可以先在脑子里
过一下要跟孩子说的话，慢慢引导。高考
后，学生会去一个不同的平台，看到不同的
风景，选择不同的风景，从而收获到不同的
人生。老师的责任所在就是送孩子去更高
更好的平台，也希望家长能站在更高的角
度帮孩子思考，与老师站在一线，帮孩子选
择好更好的未来。

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

财经会计类培训班在咸宁职院开班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饶雄兵报
道：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职业
院校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7 月 26
日上午，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项目财经会计类培训班在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开班。
此次培训是教育部、财政部实施的新一
轮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由湖北

省教育厅主办、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旨
在切实提升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
建设水平，加快建成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
良、技艺精湛、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素质
专业化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
培训师资是培训质量与效果的重要保
障。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邀请了众
多省内外财经院校、研究院所、著名企业的

专家学者到校授课，同时还安排了多场到校
外企业、基地的实训参观活动。培训将紧紧
围绕课程思政实施、课程标准开发、新型活
页式与工作手册式教材编写、模块化教学研
究等内容开展。来自全省 29 所中职、26 所
高职院校的 58 名教师和新疆博尔塔拉职业
技术学院 2 名教师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将在集中培训 4 周后，再以网

陈希子

络研学、岗位辅导等形式开展为期 3 个月训
后跟踪指导。促进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高
教师理念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促进参培学
员素质全面提升。

焦姣

“孩子如今上初中，但好像过于爱美了，学
校规定要穿校服，她就把校服的裙子改短，偷
偷染指甲、化妆，最近还偷偷用我手机买了很
多套裙子，我后面接到账单才知道，怎么做好
呢？”近日，刘女士询问。
英才教育王老师认为，渴望美丽是人类的
本能。儿童也不例外，特别是女孩。当孩子的
美感开始彰显的时候，应该尊重孩子的本性，
尤其是女孩爱美的天性，让其自然发展。可以
和孩子一起讨论如何打扮才是真正的美，还可
以讨论如何保持美丽。
王老师建议，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审美
观。孩子爱臭美，证明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独
立性和审美观，只是需要大人正确引导，不要
走偏。所以，家长应该利用机会引导孩子建立
正确的审美观，孩子应该保证自己整洁大方，
不要奇装异服。
生活中合理赞美与批评。如果孩子对自
己的欣赏和肯定符合事实，她确实有自己的审
美，或做了一件好事，父母必须及时承认和肯
定。如果孩子的行为确实有夸张的成分，父母
也可以找到机会告诉她，
如何做才更好。
不要在孩子面前经常化妆或者带孩子频
繁购买衣服。有些父母也爱美容，总是在孩子
面前花很多时间来化妆，或者总是带孩子去各
个商场购物频繁地去买衣服，而孩子们自然会
跟着学臭美起来。
最后，可以帮助孩子在其他地方找到自信
和快乐。孩子喜欢臭美，可能也是孩子对自己
不够自信的表现，总是觉得要通过打扮自己才
能变得更好，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帮助孩
子发现自己在其他地方的长处，找到快乐和自
信，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孩子就不会爱臭美了。

微贷，怎样打通获客渠道
通讯员

我叫吴健，是通山农商行黄沙支行的一名信贷员，从
2019 年接触信贷业务至今，我累计发放微贷 4239.7 万
元，其中 2021 年上半年营销 3070.7 万元 128 笔。自“微
贷助力乡村振兴”劳动竞赛活动开展以来，我们黄沙支行

更是以活动为抓手，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当地小微企
业快速健康发展。那么如何焕发金融活力，怎么打通获
客渠道，
以下浅谈我的个人见解。
利用人熟地熟，精准营销微贷
在推进黄沙整村授信的日常工作中，我经常下乡，与
村两委的干部交流，通过沟通了解所在村组的经济情况，
村民的资金需求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向当地村民进行
营销。
记得在一次走访柏树村时，
村主任的一句话引起了我
的注意：
“吴经理呀！我们村里有个搞挖机的李老板，
他最
近好像周转有些困难，
你可以找他看看要不要贷款。
”
“这挖机是他自己的吗？，
他为人品性怎么样？
”
“是他自己的呀，他实力相当不错，在通山县城还买
了房子呢，人品也没得说。
”
有车，有房，搞挖机的应该有信用卡吧，这正不是符
合了微贷的基本标签吗，
我心里默默盘算着。
结婚有孩子的话有 2 万元额度，征信没问题的话又有
3 万元额度，有车 4 万元额度，有房的话也有 2 万元，如果

吴健
有信用卡的话还得加 2 万元，这么一看这类挖机客户不是
正是优质的微贷客户吗？得赶紧联系他，我心中下定主
意，便大胆去做，通过村主任，我把李老板的电话要来，一
番电话沟通，发现李老板实际情况与我料想的相差不远，
我于是当天晚上便赶到李老板家里，通过了解情况，收集
资料，3 天便成功放款。这种上门服务和放款速度得到李
老板的连连夸赞。
深挖客户群体，做细做精微贷
在做成功一笔经营挖机的微贷之后，我便从黄沙本
地经济出发，分析之后我发现黄沙支行是个山区支行，但
是近邻高速口，货运较多，而且挖机司机每天都要跟货车
司机沟通运输。再进一步深挖这上下游客户群，我整理
出一条货运链客户：挖机—货车—物流—供应商—零售
商等从业者。想通这一点，我赶忙联系李老板，通过他的

介绍，又认识了开货运的陈老板，陈老板又给我介绍了同
时跑长途运输的阮老板，分别成功营销一笔扫码贷 28 万
元，和亲情农贷 28 万元。在获客渠道上，我不仅与村两
委打好关系，从村里获取货运名单、物流名单、挖机名单，
更是在给客户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积极获取客户的同
行或上下游，这样一来事半功倍。我通过不懈努力，成功
营销货运链微贷 55 笔，金额达 356 万元。
聚力小微，是我们回归本源的宗旨；聚力小微，我们
要做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聚力小微，我们更要添足动力。
微贷营销，从“微”出发，打通获客渠道，就要：认准路，根
据区域市场实际，查找和有针对性地分析走访；多沟通，
对有意向的、有贷款意愿的客户，主动上门对客户进行更
深入的了解；迈开腿，要在有效的时间内为客户办实事，
解决客户资金需求，提升客户的体验感。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