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在线
教育

教室、操场、办公室，三点一线，组成
了他的日常工作轨迹。他就是温泉中学
优秀班主任、体育老师杨恒。

拥有25年教龄的杨恒，致力于体育
教学工作，他始终坚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
展，在与学生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班级
管理。“从事教学工作，我从来没有后悔
过。看到学生一点点地成长，所有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杨恒笑着对记者说。

雷厉风行，是他

“老杨”其实不老，但学生们都愿意
这么叫他。

在学生眼中，杨恒不只是体育老师，
更是在课余时间与他们照面最频繁的班
主任。

但其实，杨恒一天的教学工作基本
都是满的，他解释说：“体育课作业有一
点好处，作业检查落于体育课的教学过
程中，不占据课余时间，老师少了作业批
改的环节，课后空余时间还算比较多，所
以我能有更多时间去处理班级事务。”

每次下课铃响，杨恒就会小跑着出
现在915班教室门口。今年46岁的老
杨笑着说：“不跑不行啊，处理班级事务
必须讲时效性。”

爬楼梯，除了见学生，有时是为了去
见其他学科的老师。1998年，杨恒刚从
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到温泉中学任体育
老师。2005年开始接手班主任工作，他
天天追着班里几位文化课老师跑，了解
全班的学习进度、考试成绩和提分方
法。这么多年过去，他的这个习惯依旧
没改变，上午第一节课之前，他会雷打不
动跑到办公室，向各科老师了解近况。
现在，任课老师每次考试后，都会第一时
间主动跟他反馈。

他像父亲一样关注每一名学生。虽
然不教文化课，但他关注学生的每一门
功课，每一步发展。他帮助英语、语文老

师抓学生的“天天清”，背诵、默写；帮助
数理化老师一起批改测试卷，让学生尽
快得到检测反馈；帮助地理、生物老师对
学生进行中考前的复习。

翻开杨恒的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
麻记录了每个学生的薄弱环节，还会按
不同学科进行区分，比如数学计算错误、
语文阅读薄弱、书写不规范、知识点记背
不清等。笔记内容，有些是来自学生自
己的反思，有些是任课老师的反馈，还有
他自己的观察。

奖勤罚懒，是他

25年下来，杨恒摸索出一套自己的
教育方式。“班里学生的脾气，我都摸透
了，他们最喜欢听故事，用比较放松的方
式跟他们交流，明显更能听进去。”

比如，和学生们讲粮食节约时，杨恒
会结合自己的故事，讲自己暑假到西部
去旅游，发现即使是五星级标准的酒店，
饭菜也只有馒头配粥。

“这说明地区间存在差距，你们随手
倒掉的饭菜，可能是其他人一天的食
物。这之后引出粮食问题，学生们就记
得很牢。”杨恒说。

当了多年班主任，杨恒也在不断改
进自己的教育方式。“初中和小学还是不
同，每年新一轮带七年级时，我每次都会
把规矩做在前面，立下了班规和一系列
量化评分标准。”杨恒说，除了量化评分，
他还会实行奖励机制。

杨恒解释说，以往学生刚入学时，班
里的小家伙们还和小学生差不多，哪怕
上课老师站在教室，也经常吵闹。但进
入八年级后，班规成了约定俗成的默契，
同学们也逐渐进入青春期，更在乎面子
了，所以他会增加奖励机制，用双轨道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

杨恒还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体育教师
的优势，潜心设计一系列体育活动。

如针对班上学生都是以自我为中
心，凝聚力不强的情况。他设计了“金箍
棒”的游戏，把全班分成十人一组，把左、
右手的食指伸直平放在棍子下，然后设
法让棍子从肩膀的高度下降至地面 ，过
程当中，不能用手指勾棍子，也不能够让
手离开棍子 ，违反规定则重新开始。

一开始学生们觉得很简单，可实际操
作时总有人手指离开棍子，同学之间互相
指责，吵成一片，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一
个小组完成任务，这时杨恒让他们停下
来，引导完成任务的关键是组员的沟通和
动作的协同，让他们讨论行动方案。

重新开始后，有的小组把高个子放
在两边，有的将组员分成面对站立的两
队，同学之间用语言互相鼓励，最后只有
一个小组未能完成任务。通过这个活
动，培养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团队运
作技巧，促进了班级的团结。

访家问长，是他

每年家访中，都会有家长对体育老

师当班主任表达过担忧。
慢慢地，家长们惊喜地发现，体育老

师当班主任有明显的优势。军训时，对
学生的队列站姿等要求更高，还能辅助
教官，培养学生坚韧的品质；体育节运动
会，可以更好地组织班级活动；时间富
裕，可以花更多心思在班级管理上……

“体育老师班主任可以全盘关注学
生，还可以调动学生的运动积极性。”杨恒
说，现在和家长沟通，他主要会聊孩子的学
习状态，“家长配合也很好，不再有质疑担
忧的声音，除了我向他们反馈近况，家长也
经常跟我沟通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这么
多年下来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杨恒说。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其实真的挺合
适，我觉得以后会是大势所趋。除了相
对文化课老师空余时间多一些，体育老
师这个身份，也让学生和班主任少了距
离感。”杨恒说，他班上学生就很愿意和
他交流。

“学生如果成绩不好，或者某门课比
较薄弱，就不太敢和这个学科老师沟通，
怕老师拿成绩或排名说事。”杨恒分析
说，“我和他们聊天，首先关心学生本身，
先聊近况，问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不会
一上来就问‘怎么退步了’‘为什么不专
心’。”

刚接班的时候，杨恒发现班级在运
动会排名差不多倒数，“我会调侃说，你
们一点也不像体育老师教出来的。”我们
班学生也打趣说：“老师，我们班有你就
够了呀，你强我们弱，这是一个互补。”

被逗乐的同时，杨恒也觉得学生们
的回答有些道理，“我觉得，‘班主任效应
’可能的确有影响，但不代表某个学科老
师带班，这个学科就一定好。每个班学
生的能力特点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班
主任的工作重心还是在于班级管理，主
要看老师对学生上不上心。”

虽然已经收获班级家长的认可，但
杨恒不得不承认，对于体育老师当班主
任的偏见，还是存在。“大家常说‘数学是
体育老师教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
是反映了一种现象。”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学科，但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我们体
育老师做出成绩，也需要家长慢慢‘消化
’，一起破除刻板印象。”杨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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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导叛逆期孩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孩子到了叛逆期真不好管，你说东他偏要往西。”18
日，家长廖女士咨询，该如何才能正确引导孩子叛逆期
呢?

市心理咨询师胡艳介绍，如果放任孩子的叛逆期不管，
有些家长可能要为家庭教育的一些失误承担后果。比如以
前对孩子无原则的迁就；以前未及时纠正的一些不良习惯；
家长自身行为习惯对孩子的影响等等。都会在这个时候更
加激烈地显现出来。要记住孩子要成大人了，他的行为即
将对社会产生后果。以前孩子年龄小，造成的后果不明显；
但孩子大了，后果会越来越严重。及时、合理干预孩子的叛
逆期，是很重要的。

很多家长很想知道叛逆期的孩子在想什么干什么，就
好奇孩子的隐私，或者翻看孩子的日记，或者偷听、偷看孩
子的电话，翻看孩子的手机短信，甚至让孩子的同学老师给
自己当“间谍”，提供孩子的动向。一旦孩子知道，会丧失安
感，与家长以往建立起来的信任会顷刻间荡然无存，孩子内
心会很难过，并从内心与家长敌对起来。

学校、老师、家长要给孩子必要的空间和自由，尊重
和相信他们，才会得到孩子的尊重和信任。家长应从态
度上与孩子进行平等沟通，遇到问题要与孩子商量着
来，给对方自主的空间，多听听孩子的想法，拿出方案，
让孩子觉得自己被尊重，被重视，这样孩子就会愿意与
家长沟通。

懂得呵护孩子的独立意识。孩子需要被尊重，我们要
给孩子锻炼、思考和选择的机会，对他们宽容，给他们尝试
犯错误的机会，也给他们品尝成功的喜悦。

由于家长的知识，见识，年龄，环境等因素限制，自己对
事物的看法见解肯定不是“一贯正确”。家长要意识到自己
的不足，要乐于见到孩子的看法与自己不同，乐见孩子超越
自己；要习惯赞同孩子的正确见解，要允许孩子就问题本身
展开讨论。

淦河边，学习水文

“河曲是怎么形成的？”“橡皮坝选址
需要哪些条件？”“河流两岸的排水闸如
何减轻城区内涝？”……9月30日下午，
淦河一号桥至人民广场段，一群身着鄂
南高中校服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大家
背着书包，走走停停，或倾听老师的讲
解，或认真记录……一堂室外地理课正
在进行。

在本次水文专题研学起点一号桥，取
水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吊水桶，取河水装
入瓶中。闻味、观色，同学们一一将鼻子接
近瓶口，将观察所得写入报告手册。

在月亮湾露天温泉处，大家来到泉
眼旁取出温泉水。“果然是温热的，真想
不到还有这么多人来泡温泉。”学生韩红
梅和金子优抱着水样瓶，引得大家纷纷
来试水温。手捧着温泉水，大家热情高
涨，又开始探讨温泉的成因。

一路走来，途经五处观测点，同学们
测桥长、取水样、观生态、分析河道特点，
运用地理课本上的知识逐一揭开淦河的
神秘面纱，真正让同学们了解了知识原
来就在平时的生活里。

经过近4个小时的徒步，研学团队
一行终于来到了本次研学的终点——市
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来之前，同学们对“水文”这个词都
很陌生，经过水文专家对水文基本概念、
水文基础设施的讲解，同学们对水文有
了初步的了解。

随后，来到温泉水文站基本断面，水
资源科专家用便携式多参数仪对水质进
行检测，对水质分类、如何取样等规范做
了详细的讲解。另外，对同学们从淦河不
同断面取得的水样进行了现场检测分析。

针对同学们的疑问，水文专家现场
一一答疑解惑，也让同学们对水文工作
有了具体的了解。

最后，同学们参观了水文新仪器
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仪。该仪器测量
精度高，为水文工作减轻了工作量，尤其
在防汛应急监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
比过去只能乘船测流的传统测流方法，
如今先进的设备在保护河流资源，防汛
抗洪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文工作看似平凡，但是一份份精
准的数据为我们人民生命安全提供了安

全保障，让我倍感水文工作的伟大。”学
生吴添翼发自内心的感慨。

大坪村，研究山川

这并非鄂南高中第一次将地理课上
到户外，今年的5月30日，137名学子在
通城县大坪乡大坪村开展地理社会实践
研学活动，感受乡村振兴给农村带来的
可喜变化。

蓝天白云，碧水青山。5月的大坪
村，村道绿树成荫，房屋错落有致，美景
如画。

“好漂亮！”“乡村的变化真大，和之
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少学生都
是第一次来到大坪村，亲眼见到了乡村
的改变，和如今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
民生活的大发展，不禁连连发出惊叹。

“药姑山素有江南天然药库美誉，中
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我们的中药种植基
地种植有黄精、白芨等……”伴随着当地
村干部的介绍，在老师的带领下，137名
学子分成六组，先后前往大坪村中药材
基地、光伏电站、天然保护林区等地参
观。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学子们的求学
热情不减，边走边记，沿途的一草一木都
成为他们特殊的学习教材。

“为什么药姑山上就有野生的黄精，
但我们还要从外地引进新的黄精品种
呢？”……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农业专
家们耐心讲解，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通过实地参观，大家详细了解了村
内地势地貌、中药材种植、光伏发电、林
下经济等情况。

“地理的学习绝不仅仅是书本上知
识积累，更应该将它与生活的经验、经历
所结合，去发现更多的有趣性，因此这次
研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高一18班卢晟琦同学兴奋地表示，这次
的研学让他对地理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未来也会在学校更加积极地学习地理。

“这次的研学，主要是为了带学生们
来体验乡村的生产、生活的环境，为我们
在课堂上进行农村相关的生产生活知识
学习做铺垫，让同学们更好地将理论与实
际联系起来。”高一地理老师左孟春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学生走出课堂，
深入农村实地研学，关注“乡村振兴”社
会热点，了解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
施，能培养他们利用地理知识因地制宜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通过研学加深
对其家乡发展现状的了解，增强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的情感。鄂南高中地理教
师刘国军介绍。

课堂里，滋养情怀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人地协
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
力。将地理课上到户外，就是对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践行。

“地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让

学生走进自然，与大自然无缝对接，体悟
自然之美，是地理教育工作的重要一
端。见识决定了眼界，眼界决定了未
来！”鄂南高中地理教师余春燕说，自
2019年开始，结合课程学习内容，每年
都会开展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带领学
生进行户外实地考察。

2019年 5月 27日，气象研学之旅
——240名学生走进咸宁市气象局和咸
宁市国家气象观测站，了解气象观测、气
象预报的主要流程，更深入认识气象观
测和气象预报对于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
意义；

2019年 8月 23日，天文研学之旅
——20名学生与众多天文专家一起用
先进的观测设备探秘苍穹，一同观星揽
月，仰望星空；

2019 年暑假，农村研学之旅——
200余名学生深入乡村、田间，了解农村
发展现状，分析当前农村发展存在的问
题，并探讨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培养科学素养、人文情怀、激发社
会责任是我们的育人目标。”鄂南高中地
理教师徐婵介绍，走出教室，跳出课本，
打破传统模式，把课堂搬到校外、田野，
让学生从书本走向实际的、丰富的现实
世界，以生活为教材，才能真正培养学业
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双高人才”，体现
了学科素养与价值观相融。

地理学科不追求给学生每个问题的
解决方法，而是注重建立学生探索的兴
趣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野外考
察、地理调查等不可替代的地理研究手
段，引入到高中地理教学中，满足并滋养
学生好奇心，提升学生地理学科素养。
通过研究性学习，实践中教学，让教育回
归到实践本身，学以致用。”鄂南高中地
理教师李德胜说。

近年来，鄂南高中地理教研组和咸
宁汤标名师工作室（咸宁市中学地理名
师工作室），以构建开放的地理课堂、学
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理念，注重将课
本知识学习，转移到大自然中、生活中，
呈现出生活化的学习内容、活泼的学习
方式，使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紧密，丰富
了学习形式，开阔了学生视野，进一步激
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其参与学习的
积极性，从而提高地理学习的有效性。

咸宁职院携手三号桥派出所

共建平安校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易逸、李亚刚报道：20日

晚，走进咸宁职院的校园，静谧的夜晚下，警灯闪烁，这一抹
亮点是咸职全体师生心中最安心的亮光。

近年来，咸宁职院在建基础设施施工人员众多，社会培
训人员逐年上升，在校师生规模也翻了一番，安全防控任务
加重。为守卫和服务咸宁职院师生这一重要群体，充分了
解学校安全发展现状，征求公安部门的工作意见，咸宁职院
联手三号桥派出所共建平安校园，民警们在学校内外巡逻
已成为一种常态。

翻看该校保卫处的工作日志，与三号桥派出所相关联
的活动不一而足：2018年3月7日，召开警校联动校园及周
边治安综合治理研讨会；3月12日，联合开展夜间巡逻；4
月，联合打击非法校园贷；5月12日，邀请民警入校授课；9
月1日，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整治；9月8日，民警入校为新生
上普法教育课；11月14日，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2020年9月，在新冠疫情后首个开学季，市公安局相
关部门、三号桥派出所领导、民警一行及时来到学校，现场
指导学校“人防、物防、技防”建设，为开学季护航；在学校重
大活动、重大事件或紧急事件期间，三号桥派出所将及时派
遣特卫人员进行巡逻执勤；发挥“法制副校长”职责，利用开
学季、安全教育日等时机，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讲解安全防
范知识、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入校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安全防范指导等工作，向在校师生普及法律知识，
不断提升在校师生的自我防范能力……

联防巡逻三年多，该校校园交通、安全等事故明显减
少，“警校联动”方案、联防巡逻机制等，都是在这些活动交
流中逐步出台具体措施、逐步明确相关职责、逐步形成长效
机制。

学生周平说：“三号桥派出所的民警是学校安全的“守
护神”。看着那耀眼的警灯，我们就觉得非常踏实。”

如何让孩子早睡早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现在很多父母喜欢晚睡，孩子也受到了影响，也一起跟
着“熬夜”，有时候甚至不用加班也有很多家长看电视玩游
戏到深夜。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提醒大家，父母的夜生活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家长和
孩子一起都能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张小可说，很多孩子晚上迟迟不肯睡，早上睡到9至10
点钟还不肯起来，这样晚睡晚起的作息模式对孩子的生长
发育显然是不利的，而且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如果孩子有睡懒觉的习惯，第一个要做出改变的
事情就是把早上起床的时间逐渐提前，可以从提前15分
钟，逐渐过渡到30分钟，依次类推，直到固定在6:30至7:
30（建议与幼儿园上学时的起床时间同步）。

张小可说，这个改变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孩子之前
一直是晚上11点左右睡，突然把孩子8点拉上床关灯睡觉
的话，孩子显然是不买账的。她建议家长可以把这个改变
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步：上床。进房间进行常规的洗漱、换睡衣等睡前
准备后，让孩子上床，准备睡觉。小年龄的孩子上床后，家
长可以陪同参与一段时间的亲子阅读，看看绘本或者听听
舒缓的音乐。大孩子可以给他设定一小段独立的睡前阅读
时间，也可以直接上床睡觉。

第二步：关灯睡觉。“关灯”意味着结束所有的活动，包
括床上活动。家长可以和孩子商量好每天关灯的时间，并
且要坚持执行，不能妥协。

在孩子原来入睡时间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时间，每天提
前15分钟，直到把孩子的入睡时间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
时间段（比如20:30至21:00）。如果孩子在这段调整期出
现抱怨和抗议，家长需要用平静但坚定的口吻告诉孩子：现
在是睡觉时间了，必须进房间、上床、关灯、睡觉。

把地理课上到田间地头
——来自鄂南高中地理研学团队的报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李先卫 叶会芬

不用“杨”鞭自奋蹄
——记温泉中学优秀班主任杨恒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