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无情而青春易逝，如何使你易逝的
青春闪烁出璀璨的光芒？获得“湖北省教学
能手、咸宁市骨干教师”称号，拥有20年教
龄的咸宁市实验小学语文老师张海伦，交出
了一份答卷。

2002年，18岁的张海伦从师范学校毕
业，她满怀热情来到教育一线。时常身穿一
身红衣裳，待人热情奔放，做事雷厉风行，张
海伦如同校园里一根燃烧的红蜡烛，以自己
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家长、学生、同事的尊敬、
信任。

细心有爱的女老师

刚上一年级的小阳，被母亲怯生生的送
到了张海伦的面前。张海伦当时并未发现
异样，以为孩子只是有点内向不爱说话。

在一个星期的短暂相处后，张海伦发现
小阳在学校总是独来独往，即使班里同学和
老师热情邀约，他也不参加集体活动，跟小
阳母亲沟通后，张海伦才知道孩子有轻微的
自闭症。

面对这样一位来至星星的孩子，张海伦
实行“特殊照顾”。小阳不愿意说话时，张海
伦便总是蹲下来陪他发呆，小阳不愿意参加
集体活动时，张海伦便派出爱心小天使，让
同学们轮流陪伴他。在张海伦的耐心、细心
陪伴下，小阳终于开口与她交流了，也终于
接受其他同学的游戏邀请。虽然小阳仍然
话不是很多，但他的笑容却渐渐多了起来。

三年级时，小茉莉从孝感转到了张海伦
的班级。小茉莉的父母离异后，独自跟父亲
一同生活。班级里，小茉莉不合群，经常迟
到、旷课，常因一件小事就向同学大打出
手。看到这一切，张海伦没有训斥她，而是
以母亲般的爱心关心他、爱护他。当张海伦
看到秋天到了，小茉莉仍穿着那件旧旧短短
的小衫时，张海伦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了小茉
莉的身上，了解到因为小茉莉爸爸晚上加班
不回家，张海伦便领着小茉莉回家吃饭。在
张海伦宿舍里，这个瘦弱小女孩控制不住泪
水，一边抽噎一边吃着晚饭，从此也打开了
心扉。

张海伦刚参加工作时，在蕲春县大同小
学任教。虽然环境艰苦，但一个简单而执着
的教育梦让她留在那里。2006年，张海伦
进入市实验小学寄宿班。

寄宿班的孩子学习生活都在学校，只是
偶尔周末才会回家。没有父母的陪伴，张海
伦会更关注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课下经常和
他们聊天、玩游戏……让孩子们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有心的张海伦将寄宿班这些爱
的故事写了下来，先后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

勤奋好学的引路人

追求有效教学一直是张海伦的方向。
在教学中，张海伦大胆创新，紧跟时代脚步，
采用任务型教学、分层教学和小组协作学
习，针对学生不同的情况，对学生们进行发
散思维及能力的培养。

从备课、写教案到上课等每个环节，张
海伦都悉心研究、精心设计，做到每讲一堂
课都“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手中有法，课中
含金，课中有乐”。因为有了充分而精心的
准备，勤奋而严谨的治学，所以在课堂上，张
海伦挥洒自如，她的课也总能让学生感到充
实、新颖、欢乐。

张海伦说，小学语文重在语文基础知识
的积累及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在教学

中，她比较注重学生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
用，从整体上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在班级
里，她会举行朗诵比赛、辩论赛、课外阅读知
识竞赛、作文竞赛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在读
中积累语言文字、学中积累阅读方法、说中
积累表达形式、写中积累情感表达，激发学
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由于曾有农村学校的教学经验，张海伦
深深地懂得学困生的自尊心是非常脆弱
的。对于学困生，她总是像对待一朵玫瑰花
上颤动欲滴的露珠一样格外小心，做到了多
谈心、多家访、多帮助、多鼓励，并努力寻找
和善于捕捉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趁势表扬，
促其发光。

多少个傍晚，当别人合家欢聚时，张海
伦却往返奔波在家访的路上；多少个深夜,
当别人进入甜美的梦乡时，张海伦却在灯下
修改教案、批改作业；多个少寒冬的清晨，当
别人还贪恋着温暖的被窝时，张海伦却早早
地来到学校打扫教室。

张海伦研究每一节课，对自己的课堂教学
作深度反思，写下了大量的教学反思案例。同
时，开放课堂，开设教学研讨公开课，先后多次
在市、区课程实验展示等研讨活动中做研讨
课，摸索形成了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德育活
动、社会实践等系列学生教育模式。

课余时间，张海伦会苦练基本功，曾获
“科城杯”教师、“三笔一画”技能比赛中荣获
全能二等奖、“青年教师粉笔字一等奖”、湖
北省第二届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展评“才
艺特长奖”……张海伦的书法作品也在深圳
博物馆展出。

考上华师一附中的学生艾天宝，在日记
里这样记录着自己的老师：张海伦老师是位
细心、好学的老师，她帮我在语文学习上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如指路明灯，引导我走
向正确的方向。

孜孜不倦的钻研者

实小浓厚的教育教学研究氛围，让张海
伦既欣喜又担忧，她知道在这样的氛围中成
长可以更快。张海伦在教学中逐渐明确了
自己的理想，“不做教书匠，要做一名专家型
教师。”

只要学校有公开课，张海伦肯定会到
堂，每次听课她都会认真做好笔记。时间一
长，张海伦的听课笔记积累了几大摞，里面
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只有她自己能看得懂的
文字。只要一有时间，张海伦就会翻一翻研
究研究这些笔记，也因为这些她有了很多的
新的教学“灵感”。

在平时的教学中，张海伦经常鼓励和指
导学生参加各类作文比赛。张海伦也因此
获得了湖北省小学语文素养大赛全能一等
奖、湖北省优质课一等奖、湖北省汉字听写
大会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

在校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张海伦多次
参与年轻教师参赛研讨，和教研团队的每一
位教师一起，研读大纲、钻研教材，讨论教学
设计的每一步，做好课堂上的预设以及讲课
教师的语言、书写。一次次试教、一次次研
究，经常加班到很晚，其间她既是参与指导
的老师，又是自我提升的“学徒”。

在教学工作中，张海伦逐渐形成自己“清
新、朴素、自然”的教学风格。张海伦讲了《画
家与牧童》、《孔子拜师》、《跨越百年的美
丽》、《风娃娃》等20余节校级以上研讨展示
课。她积极参与负责了省级“小学语文有效
性习作评价实验研究”、省级“经典诵读与语
文教学的整合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活动。

鲜花与小草共生，辛劳与快乐共享。她
将在教育这片田园里积极探索，勤奋耕耘，
不断地学习、反思、改进，让自己的教学教研
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用爱心与智慧培养更优
秀、更阳光的学生，让绿苗更加茁壮，花儿更
加鲜艳。

“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课余时间多了起
来，如何利用好孩子的业余时间，家长周女士一
直苦恼。她说，看书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不知
道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看的书呢？

咸宁市第二实验小学老师谭璐说，刚刚上
学的孩子，除了上学的课本之外，还有就是家长
们会买各种课外书给孩子看。

为孩子挑选课外书，家长首先要摆明态度，
要明白孩子读什么书，远比读多少本书重要。
家长应帮孩子做好筛选，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
比较，一年看多少本书。一本好书值得细细品，
慢慢读，好词好句值得摘抄观摩学习，直到书中
的精华被孩子萃取，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一部分；
阅读的本性不是考试提分，而是通过阅读解读
人性。通过阅读一本书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
景和心境，以及创作的源泉和人物的原型。当
你读懂了作者，也读懂了人性，孩子的个人文学
素养也会得到提升。

1-2年级的孩子，课外书最好买带拼音的，
孩子能自己自己慢慢读；到了三年级以上，这个
时候的孩子能自己顺利读书之后，可以买不带

拼音的。
为孩子挑世界名著作品准没错。名著是

通向文学殿堂的桥梁，也是让孩子接触优质好
书的机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人们是
如何生活的，又有怎样的情感体验？在作家娓
娓道来的作品中寻找线索，在书中感知可爱而
伟大的灵魂，也是提高孩子共情能力的绝佳途
径。

还有就是孩子课外书的种类不要太多，低
年级的孩子正是玩的年纪，课外书读不了多少
就厌倦了，买多了就是浪费。在学校里面或者
是小区里面，几个家庭买不同的课外书，最后交
换着看，就是个不错的主意。

学校教育局有规定的课外读物，这些是必
须要读的。可以给孩子提前购买，免得扎堆买，
商家上涨价格。

买了课外书之后，家长要让孩子养成读课
外书的习惯，一次读20
分钟以上的习惯尽快养
成，孩子的专注力、阅读
能力都会很大提升。

“最近压力好大，中考发挥失误导致
自己没能考上心仪的高中，如今开学后也
无心学习。”近日，刚步入高中校园的高一
学生小美垂头丧气地说。

小美原本是个阳光开朗、爱好学习的
学生，但由于学习和家庭上的压力，导致
心中的焦虑堆积，从而产生了厌学的心
理。

针对这一情况，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
长汪凌表示，学习压力感是当前中学生存
在的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如发现异常需及
早干预，科学治疗。

汪凌介绍，青少年处于逐渐形成个人
自我意识的阶段，本身也处于生理与心理
发展的失衡状态，在学业上、感情上、与他
人相处方面，易出现厌学、抑郁、与父母产
生矛盾等问题。

“现代医学
证明，青少年时
期是精神疾病的
多发时期，更是

不健康行为的孕育期。”汪凌介绍，由于青
少年心理活动状态的不稳定、认知结构的
不完备、生理成熟与心理成熟的不同步、
对社会和家庭的高度依赖等，使得他们比
成年人有更多的焦虑，因而更容易产生心
理障碍。

“若暂时性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排
除，便会产生不良的反应，很可能影响以
后心理的健康发展，甚至会酿成日后难以
挽救的心理疾病。”汪凌说。

汪凌建议，家庭中，父母需尊重并
了解孩子的想法，同时时刻关注孩子的
心理变化，及时加以引导与安慰；学校
应加强心理和生理知识的宣讲，老师可
以适当地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知识，跟学
生多沟通，及时给学生加以疏导。“家长
和老师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日常行为和
习惯，如发现情绪起伏大、人格不健全、
行为偏激、特别脆弱等青少年心理不健
康的表现，要及早干预和治疗。”汪凌
说。

访湖北省教学能手、咸宁市骨干教师张海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名师在线
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张京安报道：“真没
想到仅3天时间2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
我再也不用为没有资金扩建鸡场发愁
了！”近日，嘉鱼县高铁镇80后创业青年
小张拿到了20万元贷款，这是嘉鱼农商
行发放的首笔“青创贷”。

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国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融资扶持项目——湖北“青创
贷”实施办法》，让真正有需要的创业青年
享受到创业贷款红利，嘉鱼农商行积极联
合团县委、县财政局和县人社局，打造了
便捷的“青创贷办理全流程”，该贷款重点
解决45周岁以内返乡创业农民工、复退
军人、创业青年、网络商户等自主创业过

程中的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其中个人创业
担保贷款额度最高20万元；合伙创业按
照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1.1倍确定
额度，上限为20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300万元，该
贷款享受3%的财政贴息，客户实际承担
利率低至2.35%。

小张是土生土长的嘉鱼人，原来一直
在外打拼多年。2016年，他回乡办起养
鸡场。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张的养鸡
场因销售锐减而缩减了养殖规模。今年
8月底，小张看市场回暖计划扩建鸡场，
但因资金不足而发了愁，在得知情况后，
嘉鱼农商行高铁支行主动上门宣传“青创
贷”相关政策，小张成了第一个受益者。

目前，嘉鱼农商行辖内16个网点均
开辟了“青创贷”服务专窗，让青年创业者
实现“创业梦”不再等“贷”。

本报讯 通讯员李方初报道：“东京奥运会
大家都在看吧？我国运动健儿努力拼搏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啊，不如今晚我们也组织一场业
务比赛吧！”临近下午下班时，咸宁农商行贺胜
支行张栋召集大家说道。

“可以啊，可以啊！”大家纷纷响应。
“那我们今天来开展一场扫码比赛，时间为

下午５点至８点。除了驻行人员外，我们6个人
分为三组，看看哪组今晚收获扫码商户最多。
现在是4点半，大家可提前讨论要营销的方向，
5点准时出发，请大家及时在工作群里发照片更
新比赛进度。”行长快速进行了安排。

比赛拉开帷幕，大家立即展开激烈讨论，有
的想拓展没有被营销过的地方，有的想对接新
聚集的流动摊贩点，有的想对接郊区商户。5点
整，平时满满当当的贺胜支行停车场已经空空
荡荡，三个小组确定好目标后马上向各自的营
销目的地飞奔。

“吴李头”小组就近在工业园各工厂门口对
接流动摊贩拔得头筹，并且了解到摊贩们会根
据各个工厂下班的时间去“赶场”，跟上摊贩们

“赶场”的节奏收获颇丰。
行长带领的小组经过精心的选择，找到一

个没有被人营销过的“处女地”，加上巧妙的营
销技巧，做到个个有需求，家家要扫码，很快便
后来居上。

佘会计带领的第三组前期一直没有动静，
实则步步为营。下半场在群里连发照片，成为
赛场的一匹黑马，大有争勇当先的势头。

短短三小时的时间里，工作群里一时你追
我赶，激烈程度不输东京奥运健儿。经过三小
时的激烈角逐，贺胜支行三组六人共计营销扫
码29户。回到支行，大家聚在一起，分享胜利
的喜悦之余，也不忘整理和分享各自的经验。

首先要精准定位。在营销过程中找准收款
码需求市场，不弄虚不作假，不需要扫码的死码

客户坚决不准入；定位收款码需求商户，即使无
营业执照的流动摊贩也不错过；坚持不以任务
牺牲活跃率，坚定保持扫码初衷。

其次要坚定信念。全省“两项竞赛”活动已
进入下半场，扫码竞赛前期那种找到大量“处女
地”的概率已微乎其微，如何在已扫地区再次拓
展商户实则成为现阶段营销的主要目标。当前
更多的是要注重如何在被多次拒绝后依然保持
乐观的心态与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念。

最后要提升技巧。现阶段而言，无论是城区还
是乡镇的商户，多多少少都已了解各大银行的收款
码情况，普通的营销手段已无法打动商户，此时更
应该以优势挑动商户心弦、以诚意打消商户顾虑、
以配套微贷激起商户兴趣，多措并举，最终获得商
户信任且
实现多头
营销，获得
最大收益。

你追我赶争第一

咸宁农商行贺胜支行竞赛扫码忙
“贷”你实现创业梦

嘉鱼农商行发放首笔“青创贷”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怎样给孩子选课外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如何缓解孩子心理压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赤壁市青泉学校

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李明蕊报道：为

切实加强学校课堂教学过程管理，打造真
实、朴实、扎实、高效的常规课堂，努力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根据“一
课双评三随机”工作要求，近日，赤壁市青泉
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始开展“推门听课”活
动。

9月3日，在以校长但国卫为组长的“推
门听课”领导小组的带领下，该校正式开始
了此项活动。在吴松青老师的督促下，该校
全体教师积极响应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保
证了该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活动中，各位主
讲教师认真讲课，给听课组成员呈现了常规
状态下的真实课堂。课上，听课教师专心听
课并做好听课笔记；课后，他们又积极参加
了相关的评课活动。

评课教师给主讲教师提出适当教学建
议，为他们长远的业务能力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而新老教师之间的教学思维碰撞，也
为该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良好发展增添了不
少活力。

我市净化校园及周
边食品安全环境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随着各级各类
学校陆续开学，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成
为重中之重。6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秋季校园
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切实保障师生食
品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以学校食堂、校外供餐
单位、校内及周边食品超市、小卖部为重点
对象，将学校自查自纠和部门间联合检查
相结合，推进2021年秋季学校疫情防控与
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覆盖监督检查，
全面检查学校食堂各项制度落实情况、环境
卫生情况、索证索票情况以及校园周边食品
小卖部是否存在无证经营、是否售卖过期、
变质以及垃圾食品等安全隐患突出的食品
问题，严厉打击危害师生饮食安全的违法
违规行为，着力净化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环境。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继续加强对
校园及周边商店、小卖部监督检查力度，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全力
维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市财政局

帮助农村学子圆大学梦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李杨报道：

8日，湖北永兴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老总张丽萍赶到嘉鱼县渡普镇蒲圻湖村，
当面将助学金送到学生李嘉奕和庞少东手
中，希望他们用心学习，学有所获、学有所
成。

李嘉奕、庞少东两位同学分别是蒲圻湖
村六组和七组贫困学生，自幼家境贫寒、生
活拮据，靠奶奶的微薄收入和有限的农村低
保维持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中学毕业，前不
久收到了来自武汉的高职高专入学通知书，
眼看就要报名了，但学费一直没有着落，两
家人心情无比惆怅。

市财政局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凭着多年的工作关系，迅速
联系到了湖北永兴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请求给予支持。公司总经理张丽萍对两
位学生的境况非常同情，当即表示愿意每年
资助每个贫困生2500元学费，直至完成学
业。

两位学生心怀感恩之情，表示一定要勤
学上进，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组织、回报亲人、
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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