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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很
荣幸被珠海市教育局选派为赴云南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支教教师，我所支教
的学校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第一中
学。怒江州是云南经济发展中较为落
后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教育层
面也缺乏和外界交流的机缘，很多管
理方法、教育理念都显得有些滞后和
落伍。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克服
困难，努力让日常教学工作有序地进
行。

走进怒江，重构课堂

在泸水市第一中学，面对生源不
理想、学生认知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何才能设计
出贴近学生实际感知水平的教学方法
呢？与我所任教的珠海市学校相比，
这里的学生化学基础知识欠缺，所以
原先谙熟于心的教案、教学设计都需

要“推倒重建”。
心理学和教育学都认为，人类的

认知过程是可观测、可量化、可重复
的。因此对症施教，我主要采用两点
方法：第一个是课本知识反复讲。首
先把基础打牢，将课堂重点反复给学
生讲，以“频次讲解”强化他们的知识
点记忆，难点内容渐次插入，针对实际
情况再做拓展；第二个是加大训练量，
以量求质。很多学生都有惰性，学习
不够自觉，针对这一情况，我会用课堂
时间和网络上的资源，精心挑选契合
学生实情的课题当堂练习消化，以练
习反馈课堂学习效果，达到“一课一
练”的有效目的，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化学基础和提升知识。

贫困思维，猛于贫困

在泸水市第一中学，当地的老师
尽职尽责，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教学工

作，对学生的管理细致柔和，他们的敬
业乐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开学之
初，有一名高一的女学生申请退学，当
时我在办公室听到这样的情况，感觉
十分惊诧，在珠海，还未曾听说有主动
提出退学的，那一刻我感到十分不解
和困惑。我想，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
会，人生一定是不完整的，最起码再难
有机会凭借读书改变人生。

当时办公室的年级主任、班主任
和团委书记几位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导
女学生，关切地问她：“退学之后打算
做什么？”“打工的辛苦是否考虑
过？”“美好的青春年华放弃了学业，
以后追悔莫及！”老师们让她回家思考
三天再作决定，希望这个女学生不要
过早离开学校。

后来我得知，在泸水市一中，会有
很多申请退学的高一新生，当地的老

师除了劝导，也无力改变这样的现实。

突破局限，薪火相传

刊载于《中国教育报》的《无愧初
为人师》一文这样写道：教书育人是个
实实在在的良心功夫，马虎一些，没谁
指责；费神一点，无人知晓。既然作出
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就要用踏实的行
动夯实自己的实力，用做人的良心捍
卫教育的尊严。

教育需要薪火相传。在我之前，
已经有一批又一批的珠海优秀教师
奔赴怒江支教，以春风化雨之心谱写
了人民教师的赞歌。春华秋实，桃李
沁香，我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更要继
承他们的衣钵，进取求新，为成就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和美好未来竭尽全
力，不辱使命。

（本报记者 廖明山 王晓君整理）

心有光芒 必有远方
（珠海市第一中学教师汪潇谈怒江支教）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报道：
近日，第六届全国高中信息技术优质课
展评活动在云南省腾冲市落下帷幕，珠
海市第三中学教师王睿在该项活动中获
得全国一等奖。

据悉，全国信息技术优质课展评活
动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
业委员会主办，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承办，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 121
名选手参赛，现场观摩、学习的全国各地
高中教师代表达500多人。该活动属于
国家级教学比赛，是实施新课程后，展示
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策略，检阅优秀
教师专业知识水平和课堂教学风采的活
动，是全国优秀教师互相学习交流的平
台，也是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成果的集中
展现，参赛选手全部由各省教研部门选
拔推荐。

王睿200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
现在是珠海市第三中学的一名信息技术教

师。王睿参赛的课题是《流程图算法的设
计-用raptor设计算法》，教学难度较大。
为上好这节课，她精心设计，科组老师齐心
协力，反复研磨，并邀请省市级专家、珠海
市教研中心魏小山老师专业把脉，精心点
拨。整堂课以独特的项目式学习，营造了
内涵丰富的教学内容，多元化教学手段展
示得到评委的高度肯定与赞扬。

作为珠海市比赛一等奖的获得者，
经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选拔推荐，王睿代
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总决赛，经过理论测
试、上机测试、说课答辩，以及最后的优
质课展评环节，最终获得全国一等奖。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珠海市第三
中学近几年来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积
极培养鼓励学校青年骨干老师加强业务
学习，开展学习交流，选送一批骨干教师
参加省市级培训，王睿正是其中的代表
之一，这也是珠海市第三中学在信息技
术学科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全国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高中信息技术优质课展评活动落下帷幕

我市教师获全国一等奖

作者：刘语晴（6岁），作品：《愤怒的小鸟》

作者：李佳钰（6岁），作品：《多肉植物》 作者：曾语馨（5岁），作品：《美味的甜筒》

一天，小猴、小羊和小兔去郊游。他
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河边，发现过河的小桥
被冲毁了，这可怎么办啊？

小伙伴们急得团团转，这时，大象
兄弟慢悠悠地走到河边喝水。于是，
小兔把大象请来帮忙。大象笑了笑，
对小伙伴说：“别担心，我有好办法！”
只见他把长长的鼻子拱起来，河面上
出现了一座美丽的“拱桥”。小猴、小
羊、小兔兴高采烈地过了河。可是，其
他小动物怎么过河呢？还是小兔子最
聪明：“我们搭一座真正的桥吧，像大
象一样的桥！”小猴和小羊都拍手叫
好。

大家砍树的砍树，刷油漆的刷油

漆，齐心协力把“大象桥”搭好了，虽然
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但想着大家以后可以方便过河，小伙
伴们都开心地笑了。

第二天，小猴、小羊、小兔子邀请
大象兄弟来参观“大象桥”，发现桥的
两边开满了鲜花。原来是森林里的小
动物们得知他们搭建了这座桥，为了
感谢他们，纷纷从家里搬来了鲜花，种
在了桥的两边。看着像彩虹一样横跨
在河面上的“大象桥”，小动物们开心
地笑了，太阳笑了，云朵也笑了，整个
大地都穿上了漂亮的花衣服，真美啊！

香山学校三（7）班 张曦元
指导老师 吴慧彦

过 河
《飘》这本书，我很早以前就看

过，但我最近又拿出来看了。
《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

特·米切尔的作品，也是她唯一的
作品。本书具有浓厚的史诗风
格。

书中的女主角斯佳丽·奥吉拉
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斯佳丽
与一般的女主角不同，她任性、孩
子气，甚至还有些爱慕虚荣，可她
的性格是属于敢爱敢恨的那种。
她家庄园塔拉被毁灭时，勇敢地扛
起了守护庄园的任务，所以她是勇
敢的，更是坚强的。我羡慕，也真
心喜欢她，当读到她受难那一段

时，我心都揪起来了，我在为她担
心。

还有玫兰妮，也是书中的重要
人物，她被家庭保护得太好，也就让
她习惯性地只看见别人的优点，忽
略了缺点，这也让她成为了书中的
一抹圣洁的光。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阿希礼就
是喜欢不起来，他虽然温文尔雅，但
太软弱了。

《飘》是一本值得去阅读的书，
里面的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令人
感怀。

珠海十九小 欧阳颖姗
指导教师 张建友

我与《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
电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记者从教育部10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
推动高校聘请各行业优秀人才
担任创新创业教育专兼职教
师，目前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专职教师近2.8万人、兼职
导师9.3万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
岩表示，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
委建设了19个高校双创示范
基地，建设了200所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央

财政共支持8.8亿元打造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区，以改
革标杆示范引领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走向深入。

同时，我国着力打造创新
创业教育线上线下“金课”，目
前全国累计开设2.8万余门课
程，各示范高校开设2800余门
线上线下课程，选课人数近
630万人次。与此同时，依托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推出了52门创新创业教育
精品慕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不断健全。

教育部：

全国高校已有近2.8万名
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0 日
电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
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复赛决赛将在
2019年 10月 18日至 11月 2
日于北京、河南分阶段进行，其
中复赛、决赛及颁奖典礼等主
要活动均在河南举办。

据介绍，今年3月至9月，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预选赛已在全球121
个赛区相继举行，参加比赛的
选手都是15岁至20岁、非中
国国籍、母语非汉语的中学
生。届时，将有 105 个国家
119个赛区的262名师生来华
参加复赛和决赛，是参赛国家
最多的一届。

比赛主要考察选手的汉语
语言能力和中国国情知识、掌
握中华文化技能的水平、中国
语言文化综合学习和实际运用
能力为评判标准，重点考核选
手的汉语语言文化综合学习和
实际运用能力。比赛将决出总
冠军1名、洲冠军5名、一等奖

5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5
名。此外还有单项奖5名，包
括最佳口才奖、最佳风采奖、最
佳创意奖、最佳表演奖和最佳
人气奖。

据悉，本次“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将以“携手汉
语，筑梦未来”为主题，旨在为
各国学习汉语的青少年学生提
供一个展示汉语能力、互相学
习交流的平台，以激励大家学
汉语的热情，增进其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促进各国学子之间
的友谊。

“汉语桥”中文比赛以语
言竞技、文化交流为基础，加
强中外青年互动，讲好中国
故事。自2002年启动以来，
从最初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
49名选手参赛，到现在已吸
引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万名青少年参加预选赛，
6500多名选手参加决赛。多
年来，“汉语桥”成了广受关
注的汉语“奥林匹克”，在世
界范围内搭建起一座座文化
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

105个国家近300名师生
即将来华参加“汉语桥”比赛

新华社石家庄10月10日
电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
到，近年来河北省根据本省产
业发展需求，优化调整高校学
科专业结构，建立招生、培养和
就业联动机制，淘汰就业差、水
平低的学科专业，促进人才培
养与岗位需求匹配。近三年，
河北省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
307个，撤销或暂停招生253
个。新增专科专业616个，撤
销或暂停招生592个。

“这一增一减，使得河北高
校学科专业结构得到了优化”，
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杨勇说，新
增专业中，服务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占比分别达到
30%和45%，与河北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基本
吻合。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河北
省围绕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超前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
善民生急需的相关学科专业。
优先发展大数据与物联网、机
器人与智能装备、先进环保等
高新技术相关学科专业：支持
工业设计相关学科专业发展，
助力冬奥会，打造冰雪人才培
养基地等。

同时，河北明确各高校专
业定位，13所省重点骨干大学
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内一流、
国际领先的学科专业；普通本
科院校重点发展经济社会发展
急需的应用型学科专业；高职
院校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的动
态调整机制，促进专业和岗位
及产业的联动发展。

河北优化高校专业结构促进就业

近三年撤销
或暂停253个本科专业招生

10 月 9 日，宁夏固原市泾
源县第四小学的学生在课堂上
使用平板电脑。

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泾
源县近年来大力发展“互联
网+教育”，积极构建数字化教
育共享平台，推动城乡优质教
育资源互通共享，不断缩小城

乡教育差距。目前，宁夏固原
市泾源县已建设智慧校园试点
校 11 所，建成智慧云教室 106
间，“一拖二”网络在线互动课
堂 26 个，全县中小学 400 兆网
络实现全覆盖。

新华社发

宁夏泾源：

“互联网+教育”
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共享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
君报道：记者近日从珠海市第
三中学获悉，近日，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发展中心在江苏徐州
举行全国入选课题开题报告
会，珠海市第三中学教师袁也
晴主持的课题《基于学生英语
学科自主发展能力有效生成的
高中校本课程研究》，获评教育
部第四批研究课题。

她代表课题组在会上作开
题报告，并以过硬的专业素质

和理论素养通过中心组专家教
授的现场答辩。据悉，这是我
市高中学科组唯一获评的教育
部研究课题。

今年6月，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发展中心第四批研究课
题在全国中小学范围筛选，经
过我市专家组严格评审，袁也
晴主持的课题成为唯一珠海市
高中学校的入选课题，随后经
过教育部专家组的层层筛选，
终于亮相国家级课题平台。

珠海三中教师课题
获评教育部第四批研究课题

大地幼儿园幼儿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