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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职教（集团）学校教师陈思

躬耕杏坛育桃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如何提高孩子写作水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2022 年获评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2021 年获得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大赛三等奖、咸宁市中等职业学
校班主任能力大赛一等奖……参加工作以来，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公共基础部副主任，讲师陈思全身心地投入到
教育教学当中，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也获得了许多荣誉。

系每月考勤评比中始终保持前三名的好
成绩，
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班集体。

教育

名师在线

钻研业务谱华章
作为一名教师，陈思能够认真学习教
育教学理论和新课程标准精髓，研究时代
教育发展规律，以崭新的教育理念丰富自
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理
论水平，提升自己的专业业务能力，努力
钻研业务，不断充电，学习掌握各种教学
手段和教学方法，探讨新课程改革，改变
教育教学理念。
备 好 课 ，写 好 教 案 ，正 确 传 授 知 识
……这就是陈思每天的工作常态，她注重
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地位，注
重学生的情感交流，采用“自主、合作、探
究”的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树立终身学习
意识，
关注自己专业成长。
陈思在学到教改理论，掌握《新课标》
的基本精神后，
努力探寻学生的课堂教学模
式，
积极采用分组合作式、启发式、讨论式、
自主学习式等教法，
因材施教、
学中有变、
方
法灵活，
全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学习先进教学理念的同时，陈思在
班主任业务上，勤于动脑、锐意进取、敢于
创新、大胆实践，运用新的教学方法，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对学生严而有度，与学生
真诚相处，用爱与学生沟通，民主对待学
生，让学生
“亲其师，信其道”
。
同学们都认为陈思既是值得信赖的
教 师 ，又 是 亲 密 的 好 朋 友 ，值 得 尊 敬 的
人。在工作中她认真钻研班主任管理类
书籍，注重翻阅各种刊物，将好的经验与
构思用于自己的实践中。
“酸甜苦辣咸皆有营养，成功失败都
是收获。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默默
耕耘。”沉甸甸的收获里有着岁月的刻痕，
送走了数不清的披星戴月，经历了多少风
雪雨雾的磨炼。作为一名教师，陈思深知
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
她会用心去教诲学生，用情去培育学生，
无私地奉献，孜孜地追求，把一生矢志教
育的心愿化为热爱学生的一团火，将自己
最珍贵的爱奉献给孩子们，用自己的一生
谱写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新篇章。

争做教学领头羊
2021 年，咸宁市中等职业学校班主
任能力大赛在通山职业教育中心如期举
行。
本次大赛首先需要通过网络初评，严
格按照格式要求提交包括班级建设方案、
典型案例分析、主题班会方案、班会实录
视频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内的材料，通
过初评取得决赛资格，经过激烈比拼，陈
思从全市 10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
市第一名的好成绩。
据悉，本届比赛是咸宁市首次将班主
任能力大赛纳入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当中，重点考察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针对
所带班级深入开展班级情况分析，科学确
定班级建设目标，围绕学生思想工作、班
级管理工作、组织班级活动、职业指导工
作、沟通协调工作等方面，周密制订班级
建设方案，扎实推进建班育人，妥善应对
突发事件，并根据学生成长情况及时总结
改进的能力。比赛呈现出考察全、要求
高、难度大等特点。
决赛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班级建
设方案实施情况介绍、班级活动策划、模
拟情景处置。比赛既考验选手在班级建
设上的顶层设计和具体举措，也考验班主
任老师的临场应变能力。在短短 40 分钟
内，选手需根据抽签题目设计出完整的班
级活动策划案，并给出模拟情境的处置方
案。
赛场上，陈思从容淡定、娓娓道来，将
科学合理的班级建设方案，亮点频现的班
级活动策划方案、深入人心的模拟情景处
置，陈思老师都能沉着应对，赢得了评委
的一致好评，一展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
校班主任队伍风采。
“通过这次班主任能力大赛，彰显出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班主任队伍扎

实的育人水平和创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学
校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成效的集中成果
体现。”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相关负
责人对陈思的优异表现点赞。

携手师生共成长
8 月 26 日上午，咸宁职业教育（集团）
学校师德师风宣誓活动在勤政楼二楼大
会议室举行，2022 年拟评咸宁市十佳师
德标兵教师代表陈思从牢记教育使命，甘
当扎根教坛的奉献者；牢记终身学习，争
当教学有道的授业者；牢记修身厚德，乐
当以身为范的传道者三个“牢记”提升自
身师德师风作交流发言。
“要想真正的把一个班集体带好，就
要走进这个班集体，要了解这个班集体的
每一个学生。”作为一名班主任，陈思总能
找机会与学生一起，共同创建一个民主和
谐、积极进取的班集体。
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知
识基础、学习成绩、兴趣爱好、性格气质、
交友情况、喜怒哀乐……陈思都会努力去
了解，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个丰富多

彩、独一无二的生命世界。
陈思觉得，培养学生健康成长，关键
要充分尊重他们，从内心里、感情上尊重
他们的人格，重视他们的个性。善于看到
每位学生的长处，发现和促进其潜力。深
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其学习、生活和
内在思想情况，从而恰到好处地做好关键
之处的引导。这是做好班级管理工作、避
免教育盲点、因材施教的前提，也是提高
教育管理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
条件。
伴随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陈思也一
次次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回想多少个夜
晚的挑灯夜战，进行了多少次坦诚的倾心
交谈，发自肺腑的期待与关爱让孩子们感
受为人师的真诚。
良好的班级管理模式，科学规范的班
级管理制度，行之有效的落实措施下，同
学们学会了关爱、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奉
献，明白了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使各班
学生在良好的集体氛围中成长成熟。
在陈思和其他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陈思所带 16 级护理 5 班、18 级护理 3
班、20 级护理 5 班、21 级护理 15 班在医护

咸安区志愿者

通山宾兴会小学

走进农村学校关爱留守儿童

师生齐上阵美化校园环境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9 月 22 日，
咸安区民政局、咸安区志愿者协会 10 余名
志愿者到向阳湖镇五星河小学开展未成
年人关爱服务活动，50 余名留守儿童享受
到义剪、心理辅导、制作爱心午餐、捐赠爱
心图书等公益关怀。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组织学生分散就
座。
“理发师”们仔细地为同学们理出了清
爽利落的发型，一推一剪间，同学们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纷纷点赞称好；教师志愿
者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以生命教育为主题
的心理辅导课，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引
导学生们关注生命中的美好一面，正确看
待生命，珍惜生命。临近正午，志愿者们

和孩子们撸起袖管，一起准备爱心午餐，
现场气氛热烈而秩序井然。
据悉，五星河小学八成以上是留守儿
童，家庭关爱的缺失，让孩子们形成了自
卑、敏感的性格。
“ 长久以来，未成年人一
直是志愿服务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后，我
们还将持续对该学校进行帮扶，让孩子在
社会的关爱下健康、快乐、幸福成长。”志
愿者徐沁芳说。
当天，志愿者一行捐赠 350 余本课外
书籍、体育用品、文具
教具，以及米油等爱
心 物 资 共 计 3000 余
元。

咸宁烟草物流中心深入一线察民情
近日，咸宁烟草物流中心开
展“今天我当送货员”
“ 今天我当
分拣员”系列活动，组织机关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和送货员、分
拣员同吃同劳动，和零售户、消费
者面对面交流解困，以实际行动
体察基层疾苦，倾听群众呼声，践
行为民宗旨。
通讯员 马丹 摄

崇阳县烟草专卖局志愿红
“变身”
守护蓝
近日，崇阳县烟草专卖局（营销
部）2 名客户经理经过核酸采样专
业 培 训 ，由 志 愿 红“ 变 身 ”守 护
蓝。采样、封管、手消操作规范，
看码、登记、录入一气呵成，温暖
亲切的问候，细致周到的服务，娴
熟自如的技术，平静流畅的秩序，
获得白泉社区居民的称赞。
通讯员 陈颖 摄

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
通讯员许婷
报道：
9 月 17 日，
通山县大路乡宾兴会小学
教师们又一次利用双休日时间，
一大早来到
学校，
无偿出工出力改造美化校园环境。
因天气原因，部分大树干枯，苗木一
片枯黄。大家顶着烈日从远处井里取水，
给树木浇灌。17 棵树养不活了，老师们砍
伐后一一搬运清除干净，打算新栽上桂花
树和枇杷树。
学校老围墙部分破损垮塌，需要改造
巩固，加高 0.5 米。原
围墙长 174 米，高 1.8
米。由于资金困难，
除技术工之外，粗工

“孩子读三年级了，开始学着写作文，发现他总是
写不长，如何提高孩子写作水平。”近日，家住咸安城
区的家长李女士咨询。
咸宁市实验小学语文老师陈涵持介绍，会写作文
是每个孩子必备的能力，它也是“理解力”
“ 观察力”
“表达力”等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家长也都很操心
孩子写作能力的培育。当孩子写作能力跟不上的时
候，家长可以在家里做适当的引导，帮助孩子们提升
写作文水平。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想提高写作能力，最重要
的毫无疑问就是多读书，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所以无论自己的工作有多忙碌，
每天都应当抽出一
些时间与孩子共同阅读，
分享名家经典，
多看好书。教
孩子用笔记下优美的好句子，
写下阅读的感受。
培养观察能力。写作来源于生活，丰富多彩的生
活为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可以和孩子共同寻
找生活中有趣的话题，比如:外出旅行见闻。把旅行
中有意义的事情、有趣的事情、遇到的奇怪的人或事
物，用相机记录下来，积累写作的素材，回来让孩子看
着图片，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亲朋好友、同学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以让
孩子描述不同人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性格特点
等。动物和植物是孩子们喜欢的话题，多让孩子观察
花草树木和小动物的生长规律，外观外貌等特征。
鼓励孩子主动体验生活，感悟生活中的美好。有
了丰富的经历，才有可能写出好文章。鼓励孩子养成
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可以在睡前做这个事，回想下一
天中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和见闻，
把它写下来。
当孩子面临命题作文作业时，家长可以协助孩子
一起分析、构思、启示他，然后指导他写下来。家长要
经常审读孩子的作文，发现问题（比如错别字和语言
逻辑问题）可以及时指导。
家长可以给孩子买几本优秀作文集和写作文的指
导书。引导孩子去欣赏好文，
适当学一点写作技巧。
家长要注意不要以成年人的视角和用语方式去
干预孩子的语言表达方式，要尊重孩子的纯天然的灵
气和语言表达。

小工基本是该校男教师自发承担。为加
固围墙基础，夏先渠等 5 位男教师自带工
具，和泥、提泥过墙、灌泥、砌石……烈日
下一个个汗流浃背。
校园内的文化专栏、美术字陈旧老化，
老师们重新描画。校园里的篮球架、排球
设施，
都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造。
宾兴会小学有学生 150 多人，共有老
师 13 人。近两年来，该校老师积极主动
地热爱校园、美化校园。老师陈迪矿说，
学生在校园里看到垃圾都能主动地捡
拾。二年级的孩子们，下课后常常蹲在自
己教室门口的花坛里扯草浇水。全体师
生美化校园成了一种常规自觉行动。

赤壁市建工集团开展党建业务学习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孙虹报道：9 月 13 日至 14 日，
赤壁市建工集团开展党建业务学习培训，提升党务
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推动党建工作提质
增效。
培训通过 PPT 授课的形式，为党务工作者深入
浅出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

认定土地复垦
义务人灭失的公告
三合煤矿位于崇阳县港口乡小沙坪
村，
法人代表人谢立发，
2016 年 9 月 20 日
三合煤矿采矿权被注销。
现土地复垦义务人无法联系，根据
《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二十
八条有关规定，拟将该煤矿认定为复垦
义务人灭失进行公告。公告期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止。
公告期间，土地复垦义务人对认定
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县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申请复核。
特此公告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9 月 20 日

朱亚平

例》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等 14 条法律条例，帮助大家深刻了解党支部制度
建设的具体内容，明确自身工作任务和目标，为下
一步开展好党建工作夯实基础。培训还通过现场
答题检验了参训人员学习成果。

遗失声明
赤壁市耀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81MA48WJW95T，
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赵李桥镇蓼坪村遗失开具给赤壁市交投集团
十一组中港桥路面维修扶持资金票据一张，票据号码：
02508827，
金额 50000 元，
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赵李桥镇蓼坪村遗失开具给赵李桥镇人民政
府疫情防控扶持资金票据一张，票据号码：02508778，金
额 10000 元，
特声明作废。
蓝藻捌咸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在中
国农业银行咸宁市温泉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360001411501，账号：17680501040011987，
特声明作废。
蓝藻捌咸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8JPYC8Y，
特声明作废。
张新发遗失位于赤壁市柳山湖镇团山村五组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42128110520305004J，面积
11.89 亩，
特声明作废。

家长如何正确批评孩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批评教育是家长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教育方法，是让孩子发现错误，改正错误的一
种手段。
但是批评也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不恰当的批评不
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
还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那么，家长要如何正确的批评孩子才能达到最佳
的教育效果呢？
市第二小学高级教师马海明说，首先，家长要控
制自己的情绪，批评孩子不是家长的发泄情绪的方
式，经常能听见家长说：
“说着说着就发火了”
“我工作
了一天本来就很烦，孩子还不听话，我能不生气吗？”，
这种发泄情绪似的批评，
家长一定要避免。
其次，要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家长不要在公共场
所批评孩子，
批评孩子一定要隔绝他人的目光，
在一个
私密的空间进行。孩子怕的不是批评，
怕的是自己的自
尊心被刺痛，
怕的是在众人面前扯开自己的遮羞布。
同时，不要翻旧账。家长发现孩子犯错后及时批
评指正最有效，如果发现晚了，在批评孩子之前应该
把事情说一遍，
加强孩子的记忆，然后再进行教育。
最重要的是，要就事论事，不要翻旧账，很多家长
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喜欢翻旧账，把以前孩子犯的错误
通通数落一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只说当下事，不
要翻旧账，翻旧账只会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永远过不
去，让孩子心里背负一个枷锁，永远沉浸在这件事的
阴影中。说多了，孩子就麻木了，家长的批评对孩子
来说就是耳旁风，
起不到丝毫教育作用。
最后，给孩子说话的机会。每当家长们看到孩子
犯了错，首先不管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顿批评，根本
不给孩子辩解的机会，特别是对调皮的孩子，家长下
意识的就会认为孩子又犯错了。眼见不一定为实，无
论我们看到什么，都要给孩子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样
既可以避免误解孩子，在孩子犯错后，也能让孩子说
出原因。
家长们要学会批评的智慧，既达到了教育孩子的
目的，
又能不伤害孩子。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情况：位于通
山县现代.森林小镇土地平整工程
项 目 所 涉 玄 武 岩 毛 石 ，数 量 约
11900.805㎡，拍卖参考价：73.2 万
元，竞买保证金 35 万元整，竞买准
备金 2 万元整。
二、标的物展示及踏勘说明：
自公告之日起标的一在通山县现
代.森林小镇旁公开展示，有意竞买
者请自行到现场了解详情，本公司
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
三、竞买人资格及要求：(1)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参加报名。(2)竞买登记手
续：在 2022 年 9 月 29 日 16:00 时
前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缴纳凭
证到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个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及法人
身份证复印件)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逾期不予办理。(3)竞买保证金：竞
买人须以转账方式在 2022 年 9 月
29 日 16：00 时前(以银行到账为准)
将保证金缴入委托方指定银行账

拍卖公告

户(账户名称：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账号 4200 1696 5080 5300
394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通山
县支行)。(4)竞买准备金：竞买人
须以转账方式在 2022 年 9 月 29 日
16：00 时前(以银行到账为准)将准
备金缴入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
司银行账户(账户名称：湖北荣达诚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5768 5993
2255；开户行：中国银行咸宁经济
开发区支行)。
四、拍卖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2022 年 9 月 30 日
上午 10:30 时
拍卖地点：通山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教育局)十楼会议室
五、其他事项：
（1）成交价不包
含上、
下车费及运输费用。
（2）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每位竞买人仅限一人
进入拍卖会场，进场人员接受体温
测量，
佩带口罩、
携带居民身份证、
出
示个人《健康码》绿码、行程码、接种
码，
体温不超过37.3℃，
方可入场。
六、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特
1 号香泉公馆 2 号楼 1502 室
联 系 电 话 ：0715- 8895636、
13227234777(章先生)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程码、
体温不超过37.3℃，
方可入场。
展示时间：
2022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9 日
展示地点：
临时存放点内
联系电话：
0715-8130288
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18107151110 刘先生
上午 11 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
公司地址：
河北大道 391 号）二楼会议室举行赤壁市商业
咸宁市邮电路 69 号 A1 栋 3 单元 201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淘汰报废一批液化石油气贮
竞买保证金开户单位：
罐专场拍卖会，
参考价 13.72 万元。
赤壁市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意竞买者，请在 202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开户行：
17 时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将 3 万元竞买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银厦支行
证金和 1 万元竞买准备金汇入指定银行账户，
账号：
1818051009200048341
按照《拍卖文件》要求并携带竞买保证金缴存凭
竞买准备金开户单位：
证、有效身份证件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一楼服务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开户行：
注：
1、
拍卖标的物以现状拍卖，
竞买人报名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金厦支行
账号：
17680801040008805
件具体详见《拍卖文件》。2、按照防疫要求，
竞买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人进入拍卖会现场，
进场人员自觉接受体温测量、
2022 年 9 月 23 日
佩戴口罩、
携带居民身份证、
出示个人健康码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