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疯玩了一个暑假,一说要开学了,
好像还是没收心。”1日，家长廖女士咨询，
该如何才能调整孩子的开学心态呢?

咸宁市第二小学教师黎珺老师介绍，开
学更要提早帮助孩子收收心，做好开学前的
准备工作。

首先做好开学的心理准备。孩子可以
提前在心里设想一下开学后的生活和学习
情景，有规律的校园生活，戴口罩上课，可
能还有作业和考试。尤其是住宿生要离开
父母，难免会想家，这会给适应新环境增加
难度，可以提前设想一下宿舍里和舍友的
欢乐时光，这些都有助于更快地接受新环
境。

同时由于休息了一个暑假，孩子们可能
对上学期知识有所遗忘，因此不妨抽空回顾
一下知识要点，温故而知新。要进行自我调

节，要求自己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完成。如
果在假期里的懒散造成了没有时间紧迫感，
那么自我调节要从提高生活节奏和做事效
率开始。

当孩子们从完全放松的家庭状态进入
到学校这个高强度、快节奏的的学习生活
中，极大的落差容易导致情绪焦虑、紧张。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而且是暂时的，引导孩
子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能慢慢调整，适应新
的环境，时间可能三两天，也可能一两周，因
人而异。当校方、老师、家长积极主动采取
措施，就可以加快适应过程。

如何调整孩子开学心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8月 31日，记者在咸宁市第二实验小
学，现场聆听了一场生动的新生家长课堂。
许多家长提出疑问：如何培养小学生良好习
惯？

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谭璐说，孩子的好
习惯是培养出来的。让孩子们有个好习惯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需要持之以恒，
更要保持家与校的同步，如果坚持做下来一
年后就会有明显的成效，时间久了这种习惯
就成了孩子们的财富。好习惯养成得越多，
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养成好的习惯，就如同
为梦想插上了翅膀，它将为人生的成功打下
坚定的基石。小学阶段正是培养学生行为
惯最关键的时期，控制和把握好这个阶段，
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要给孩子做一个健康规划。让自
己的孩子每天尽可能多地锻炼，时间一定要

超过1个小时。小学六年，会游泳、会打一种
球、学个跆拳道等是必须的，如果可能，让孩
子与同学组建自己喜欢的运动队，这肯定是
影响终身的。

其次，做一个读书规划。按照国家规
定，孩子小学一二年级课外阅读量是5万
字。如果想你的孩子优秀，请增加十倍量的
阅读，即九年义务教育期间，要读完4000万
字。每天只要读五六十分钟的书就可以达
到了。

最后做一个关于写字、书法规划。一年
级开始用铅笔写字了，一年的字，很重要。
在家里写字，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规范的书
桌，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坐姿，一定要让孩子
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地写好每一
个字。不少孩子握笔姿势是不对的，一定要
让孩子改正过来。

怎样培养小学生良好习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本报讯 通讯员陈醇报道：8月25日上午
10时，咸宁万达广场开美发店的朱老板，手机
上收到了10万元的贷款，这是一笔纯信用、无
抵押的“码商e贷”。咸宁农商行浮山支行又
增添了一位“首贷户”。据统计，元至8月份，
浮山支行发放首贷户 108 笔，累计授信
2128.40万元。

浮山支行行长郑路介绍，在银行内部，给
老客户、大客户贷款是锦上添花，是一种能耐；
而给小微新客户贷款是雪中送炭，是慧眼识
珠，叫本事。

由于银企信息不对称，加上小微客户信息
不透明、抵押物不足，银行不敢贷；同时，小微
客户对国家普惠金融政策了解不足，不知贷，
从而形成了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政策落
地难、落地慢的局面。朱老板说：“我以前借

钱，总是找亲戚、找朋友，很多时候是人上托
人、保上托保。怕银行门槛高，不敢找。”

为了捅破信息壁垒这层窗户纸，浮山支行
充分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与咸安区
政府各职能部门全面对接，入驻关联平台，获
取多方数据；同时，强力推进整村、整厂、整园
授信，走村串巷、进厂入店，弥补风控信息、补
齐信用短板；该支行打破传统贷款的先申请、
再调查的模式，反弹琵琶，将调查与授信前置；
并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优先线上操
作，借助智慧平台，让贷款变“秒贷”。

“首贷户实现了信用积分零的突破，就有
了信用积累，今后与农商行打交道就顺畅多
了。”郑路说，“为了让普惠金融走进千家万户，
我们将努力让更多的手机成为农商行线上终
端设备。”

本报讯 通讯员陈翔、雷涛、王子燕、谭
玮报道：咸宁农商行把作风建设看得很重，7
月初，该行再次在全市农商系统开展作风建
设回头看。

回头看，农商行上下很重视。领导层清
楚作风关乎方向。支行长明白，作风关乎发
展。员工懂得，作风关乎业绩。

一场大调研，梳理了坏作风8个画像：领
导不说的事都不是事；基层的事不是自己的
事；自己的事尽可能搞成别人的事；把现在出
的事说成是过去的事；事在眼前假装看不到
事；首问推事不揽事，生怕多事；看着基层办
事走弯路也无关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永远大
于公家的事。

一场大讨论，树立了4股清风：争先出彩
之风，攻坚克难之风，创新创造之风，实干实
效之风。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它不是一阵风，
而是用源源不断的春风，来助推农商行实现
高质量发展。”咸宁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继华说。
农商行的领导也在反思：作风建设年年

抓，做了不少思想教育，做了许多道德说教，为
什么还是有人不想做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

调研、讨论给出了答案：没有位子，少了
票子，缺了面子，软了板子。

对此，咸宁农商行以“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为目标导向，从机制上着
手，推行“五个让”，让实干者实惠、让有为者
有位、让进取者进步、让优秀者优先、让落后
者让位。

绩效考核上，持续推进薪酬制度改革，不
断优化考核方案，强化一级支行绩效考核责
任，授予支行绩效分配权限，优化机关员工薪
酬等级，出台经营目标责任制等，为全员干事
创业提供资源保障。

选人用人上，建立微贷工作约谈督办、末
位淘汰、业绩导向三项机制，出台员工进城进
机关管理办法，树立先进典型，坚持正确用人
导向。

考核督办上，建立市行领导基层调研督
办“四不四有”“五必看五必问”、轮流值班、
规范公务用车、课题调研、小微金融论坛授
课等制度，出台机关正副总经理“十个强化
落实”考核、安排重点工作清单制管理、年度
个人述职考评、行务会汇报评议好中差等机
制。

机构改革上，下放员工调整权限给一级
支行，建设微贷示范行，强化资产经营部职
能，集中经营公司业务，理顺管理架构。

队伍建设上，开展“如何当好一名支行行
长”大讨论，出台客户经理队伍、柜员队伍、大
堂经理队伍建设方案，开展培训到支行、文件
解读到支行活动，建立会前考试制度，推进全
员履职能力提升。

营销管理上，建立立体宣传机制，开展
“小微金融店小二进会场”、微贷现场会活动，
实施微贷月基础量考核、微贷专案营销、微贷
拓展典型事例月度评选，实行大户存款“三
级”维护。

目标导向 机制发力

咸宁农商行：让作风成为起作用的“风”
授信前置 信用变现

咸宁农商行浮山支行发放首贷户108笔

朴素的外表，朴素的话语，更为朴
素的是那颗心灵。这就是记者见到徐
剑梅时的感觉。

20 岁登上讲台时，她还是个懵懵
懂懂的姑娘。什么数学课、语文课、体
育课她都敢教。这就是徐剑梅，通山县
实验中学里，一个心直口快，却对自己
要求严格，不干则已、一干必须使出全
身力气的人。

勇敢向前的性格让她获奖无数：国
家级优秀辅导老师、省级优秀辅导老
师、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宁市数学优质
课竞赛、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通山名
师，写的论文多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问起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她脱
口而出：一个孩子都不能掉队！

名师在线
教育

访全国优秀辅导教师徐剑梅

一个孩子都不能掉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蹲下，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短信：“好朋友，您的脚痛好了吗？”
短信回复：“感谢好朋友的关心。有好

朋友的关心我的脚怎敢不快点好呢。”
前一阵徐剑梅犯脚痛，班里学生每晚都

会发来短信问候。“好朋友”，是她与学生间
约定好的称呼。

有不少教师说，现在的学生不是以前的
学生了，难教，难管了。但在徐剑梅那里，这
个问题迎刃而解，法宝就是：真心喜欢每一
名学生，蹲下身来，做学生的好朋友。

因为喜欢学生，所以才被学生喜欢，这
是徐剑梅从教27年得出的结论。“‘喜欢’”
是相互的，教师对学生的感情要纯真、要深
厚，爱自己的学生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那
样用心、那样用情，才能真正地走进每一个
学生心里。

徐剑梅曾经教过一名智障学生，她5岁
那年从平台上摔下来，大脑受伤。“我开始教
她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操场上，用
自行车载着她在全班同学面前转了一圈。”
徐剑梅说，我用行动告诉我的学生们：我很
喜欢她，我知道你们会和我一样喜欢她。后
来，再也没有人欺负这名学生，她生活得很
快乐。后来，她因为依恋徐老师，哭着不肯
上高中。再后来，她参加了工作，成长为一
名自立自强的少女。

为了做学生喜欢的老师，她每接手一个
新的班级，就会让学生们告诉她“喜欢什么
样的老师”，然后她会照着学生喜欢的去
做。同时，她还会告诉学生们自己“喜欢什
么样的学生”，让学生照着自己希望的去
做。下课了，学生们在办公室门口向她一招
手，叫她一声好朋友，她立马换好鞋，成为学
生的玩伴，和学生一起跳绳，踢毽子，转呼啦
圈，和他们讲讲小笑话。

“喜欢他们，就要关注他们的内心情感
体验，注意在一些生活的细节上与他们进行
心与心的沟通，我有了喜悦，第一个与孩子
们分享，孩子们有了苦恼，第一个跟我诉
说。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就这样，孩子
们的成绩名列前茅，孩子们的品行令人骄
傲。”

徐剑梅发现，教育的秘密其实就是轻轻
地推开那一扇门：不要拿出老师的架子，老
师和孩子是平等的。

孩子，在我的眼里没有差生

徐剑梅从来不将学习差的学生称作“差
生”，而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词：“潜力
生”。她说，学习不好的孩子仅仅是学习方
面出了问题，其它的方面也许比别人优秀。

每个班级都会有几个在学习、纪律等方
面比较落后的学生，由于他们屡遭失败，心

灰意冷，破罐子破摔，所以对班集体有较大
的“破坏力”。对这样的学生，徐剑梅总是给
予特别的关注。

27年来，徐剑梅除了教数学，带的都是
班主任，每接一届新学生，她都要先检测一
下他们的学习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水
平设置3种“作业套餐”，第一种是针对优秀
生的，重在能力的培养，题量大一些难一点，
最后一种是基础知识的巩固，题少而简单，
针对基础没有打好的孩子，让他们根据自己
的能力自由选择，以便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
到学习进步的快乐。

小壮，长的高而健壮，就是不爱学习，最
愁的事是写作业，从不按时完成作业。小壮
开始选择的是第3种作业，第二天他果真完
成了，徐剑梅借机大大表扬了小壮，小壮也
许是第一次得到表扬，脸上写满了兴奋。第
二天，他又选择了第3种作业，徐剑梅不仅
表扬他，而且对他表示出信任，小壮更兴奋
了。第三天，小壮选择了第2种作业，字写
得很认真，徐剑梅还是表扬，同时奖给他一
本本子。一星期以后，小壮选择了第1种作
业，优等生的作业，最后期末检测他真就到
得了优等生的成绩。小壮上高中后还担任
了数学课代表。

徐剑梅说，有两件“傻事”她不干：第一，
学生没完成作业，罚写十遍甚至几十遍。第
二，学生上课回答不上来问题，甚至学生在

课堂上做小动作，把学生撵出教室或者罚
站。

“想想他写一遍都写不好，罚写十遍或
二十遍，他能写好吗？他的心里只是在数着
遍数或是对老师充满了怨恨。至于罚站，站
着那么多同学在看他，能听好吗？他是听不
好的。本来学过的知识没掌握好，新的知识
又没听进去，不会的东西越来越多，差生就
这样被‘培养’出来了。”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能，在
我的眼里没有差生。对待学生，最重要的是
看到他们的优点，多表扬、多鼓励，让学生懂
得自尊、自重，产生自我上进的动力。”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让她的学生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学生。

真爱，让牙齿天天晒太阳

“让我们的牙齿天天晒太阳”，是徐剑梅
最爱说的一句话。

徐剑梅喜欢笑，喜欢“脚齿天天晒太阳”
的感觉。

她为什么如此快乐？熟悉她的同事们
这样描述：“她不仅仅是一位好老师，更重要
的是一个好人。她爱学生，爱教育事业，爱
家庭，爱生活，爱自然，爱朋友……她乐观向
上，心中充满美好。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美
丽？”

是爱，让她如此快乐，如此幸福！是爱，
让她在教师岗位上，如此投入，如此陶醉。

她总是“变着花样”教育学生，让孩子们
在新鲜与好奇中学习新知，学会做事，学会
做人。

她信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认真地去实践。她带领学生走出校
园，走进自然，走进生活。

太行山上，她常带领学生感受秀丽风
光，体会自然之趣；富水湖边，她常带领学生
踏青春游，让心随湖水徜徉……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孩子不识庄稼。
“把韭菜当成杂草，以为花生是树上结的，
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于是，她把自家
阳台当作实践基地，让学生种菜，让学生亲
眼见证植物成长的过程，学会观察，学会记
录；她买来西红柿种子发给学生，让他们回
家栽种，让学生体会一颗小小种子生长的
奇迹……

真心、真情、真爱，造就出徐剑梅老师
美丽“知性”。教学27年，徐剑梅的学生遍
布全世界，每逢人生大事，他们都会第一个
给徐剑梅电话。说到这，徐剑梅脸上的笑
容更灿烂了。那种满足比她获得荣誉时更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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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葛小桃累计捐资1.5万元

助困难学子圆梦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周雪微报

道：“非常感谢，非常感恩，谢谢葛总对唐念
的帮助！”8月27日，在咸安区桂花镇盘源
村，桂花镇人大主席阚军受爱心人士葛小桃
的委托，将4000元助学金送到盘源村困难
学子唐念的手中，退职村干部唐建平激动的
说到。

今年17岁的唐念，在鲁迅高中高三状元
班就读，平时学习非常刻苦。2012年，父亲
因车祸不幸离世，母亲改嫁，姐弟二人与爷
爷唐建平及奶奶相依为命，虽然有困难学子
补贴及亲友的帮助，但经济压力依然较大。

爱心人士葛小桃在昊天建材城经营建
材生意，家中兄弟姐妹较多，全家都坚持捐
资助学，帮助了多名困难学子求学。受哥哥
姐姐的影响，在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
葛小桃也希望能够帮助寒门学子完成学业
回馈社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葛小桃听说了唐念的
遭遇，她决心要帮助她完成学业。在桂花镇
镇干部的协助下，去年7月，葛小桃来到唐念
家中，当场拿出2000元交到唐念手中，并承
诺在唐念上学期间每个月资助她1000元的
生活费。目前已累计捐资助学15000元。

崇阳县

143名校园保安持证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甘源、黄沚瞻报道：8月

30日，崇阳县举行校园保安资格证书颁发仪
式，为取得合格成绩的143名校园保安颁发
保安资格证书。

仪式上，咸宁市公安局、保安协会，崇阳
县公安局、教育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为崇
阳军林世纪保安、众平保安公司旗下的143
名校园保安颁发保安资格证书。据悉，这
143名校园保安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理
论考试、体能测试等环节的层层筛选，最终
取得了合格成绩。

保安员是学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维
护正常教学秩序，维护学校治安及周边环境
安全稳定的第一屏障，校园保安队伍的建设
对维护校园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校园
保安持证上岗将进一步加强崇阳县中小学、
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人
身与财产安全。

通山县通羊四小

应聘进岗激活教学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冬平报道:

“通山县通羊四小依照上级竞岗规程，通过
竞聘演讲、民主测评、组织考核等程序，我们
竞聘为班子成员，今后我要协助校长，团结
班子成员，尽心竭力抓好教学发展，以实际
行动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栽培。”8月17
日，应聘为班子成员的华海玲在全校教职员
工竞聘进岗工作结束会上，代表新选的4名
副校长对大家作出了诚恳的承诺。

该校现有在岗教师 211 名，89 个班，
4700名学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促使教职
员工抓好新学期教学工作，该校按照县政府
及教育局等有关文件精神及该校生源定编
原则，由原来211名在编人员，核定为206
人，精减在编人员5人。

面对通山县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
理体制改革的新课题，校党支率一班人，利
用各种会议宣传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县管校
聘”教师体制改革相关文件精神；成立了“竞
聘进岗工作领导小组”，聘出校级管理岗位4
人，中层管理岗位33人，教辅及工勤岗位2
人，专任教师144人，其中专任教师有一部分
兼工勤和教辅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