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琴一中两名中考优秀生分享学习方法

提前计划夯实基础 紧跟老师教学步伐

李思言是土生土长的横琴人，从小
学到初中一直在横琴读书，平时爱好广
泛，除了看电影和追星外，她还偶尔写
写歌、编编曲。“我喜欢用电脑制作合成
一些音乐。”李思言说。

作为横琴一中的学生，李思言对学
校的素质教育感触颇深。据了解，横琴
一中开设有国学、游泳、心理等校本必
修课程，开设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
人文类等四类共计29门校本选修课
程，以“节”促教，举办艺术节、体育节、
文化节、科技节等活动，全面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

李思言的班主任陈国华说：“李思
言是个有思想、有个性、多才多艺的女
孩，校园活动中都有她的身影，作曲、填
词、唱歌、跳舞、演讲、舞台剧等，她都积
极参加。”

谈到这次中考，李思言直言“有点
惊喜”。她表示，此次中考试题难度一
般，答题的规范性更容易成为区分学生
水平的衡量尺度，而恰好她平时会注重
这一块的训练，因此有机会获得较好分
数。

在平时学习中，李思言和廖婉彤一
样，都喜欢专注地听老师讲课，紧跟老
师节奏，做好学习规划。此外，李思言
还补充了一点学习方法——独立完成
作业。“抄作业的话就体现不出问题
了。”李思言笑称。

除了课堂上与课后对学习的专
注，李思言还喜欢与老师进行学习
上的“切磋”。“老师在讲解课后习题
时通常只讲一两种方法，但有时候
我会想到其他更好的解答方法，我
就会去和老师进行‘辩论’一番。”李
思言坦言，这种学习方式让她“解
锁”了不少新的方法，开拓“举一反
三”的思维。

李思言：

爱和老师“辩论”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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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伍
芷莹报道：7月12日，在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合格境内有 限合伙人
（QDLP）境外投资试点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的指导下，由瑞元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合作区第二
支QDLP基金获批，这也是合作区构
建跨境双向投资机制取得的又一重
要成果。

QDLP境外投资试点，是指允许
通过设立私募基金的方式向境内投
资者募集资金投资海外市场，相对于
对外直接投资（ODI）、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境外投资（QDII）等传统的对
外投资方式，QDLP境外投资试点在
投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更加开
放和灵活，在外汇额度使用上更加便
利。开展QDLP境外投资试点，是国

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
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1年 10月 29日，《广东省开
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
点工作暂行办法》公布，不仅明确了
广东全省范围内均可开展QDLP境
外投资试点，更首次将QDLP审批权
下放到广州、珠海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同年12月，合作区企业瑞元

资本及其基金成功获 批广 东省
QDLP境外投资试点资格，成为广东
省（除深圳外）首个获得试点资格的
企业，合作区首支QDLP基金也由此
落地。

据瑞元资本相关负责人介绍，相
较于合作区首支QDLP基金，此次设
立的第二支QDLP基金投资标的将
更为多样化，投资规模也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
现代金融产业是《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重点发展
的四大产业之一。自合作区成立以
来，合作区不断创新跨境金融业务，
满足区内投资机构全球配置资产的
需求，引导、支持区内投资机构对港
澳投资，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现
代金融产业发展不断跑出加速度。

第二支QDLP基金获批
合作区构建跨境双向投资机制再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7
月 12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联
合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为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合作区决定开展大规模核
酸筛查工作，检测时间为 7 月
13日-14日9:30-19:00（每天一
检）。

根据通告，此次检测范围为
合作区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员，居
民群众须就近到24个核酸采样
点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居民群众
做核酸时，需主动出示粤康码、行
程卡，全程佩戴口罩，相互保持一
米距离，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遵守现场秩序。48小时内有新冠
疫苗接种史的，暂缓核酸采样。
外出做好个人防护，落实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等防疫措
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合作区
核酸检测专班咨询电话：0756-
8936560。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教师
徐剑华说：“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
充满爱心，关心呵护自己的学生，同时
也应该经常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
境。一个自尊自律、具有人格魅力的
老师，才能吸引学生，才能让学生对自
己讲授的课感兴趣。”

不忘初心 热爱教育

“我很崇拜我初中的班主任。”徐
剑华说，她上初中时的班级都是随机
分配的，其他班级班主任都是有一定
资历的老教师，而她所在班级的班主
任大学刚毕业，因此引来家长的一片
质疑声，觉得刚毕业就当班主任年轻
没有经验，带不好班级。“但是我们班
主任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这也
深深吸引了我们。”徐剑华回忆道，这
位年轻的班主任每天都会在班级黑
板右上角写上激励学生也激励她自
己的励志名言，她经常对学生们说：

“我们是一个团队，会成为全年级最
优秀的集体！”在她的号召下，学生们

和她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进，每周、每
月、每学期都设立目标。初中毕业
时，徐剑华所在班级的中考升学率全
年级最高，“文武双全”的他们还包揽
了学校历年运动会总分第一。

“这样富有朝气、积极阳光的班主

任陪伴我们走过最美的青葱岁月，我
也想像她一样能成为孩子们心里感恩、
怀念一辈子的人。”徐剑华说，这就是
促使她成为优秀教师的原因和动力。

徐剑华在讲台上一干就是18年，
现在的她教育教学功底深厚、扎实，已

形成个人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她现
在不仅是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
小学年级组长、一级教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首届班主任技能大赛一等奖
获得者，从教期间还多次获得市、区级

“教坛新秀”“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
工作者”等称号。

“灭绝师太”的侠骨柔情

“‘灭绝师太’来了，‘灭绝师太’来
了，赶快回教室……”当徐剑华第一次
听到学生这样称呼她时，她感到不解和
委屈。

“我怎么就是‘灭绝师太’了呢？”
有一天她忍不住在课堂上问学生们，
一个胆大的孩子大声嚷着：“我们不敢
说，怕你生气！”徐剑华顺着他的话说：

“说！不说我更生气！”
“老师你太严了，上次我们俩打

架，你非让我们把打架的细节都写出
来，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我俩写了好
久，你都说不详细。”“老师，我就两三
次没有擦黑板，你就让我擦了两周黑
板！”……于是，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
论起来。

“下课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

付出那么多，我那么爱我的班级爱我
的学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心里
我是如此冷漠无情的‘灭绝师太’的
呢？”徐剑华也质问着自己为什么在
学生心中是这样的形象。

为了改变自己在学生心中的形
象，徐剑华在班级建立了一个名为

“灭绝师太“的小信箱，和孩子们开启
了小信箱的沟通方式。

“最近爸爸妈妈总吵架我担心他
们会离婚。”“别担心，大人和你们小
孩子一样，也会犯错误、闹别扭，相信
他们自己会处理好。”

“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字
写得漂亮啦？因为我在家里偷偷练
字帖呢。”“哇，你太自律了，我前几天
就发信息告诉你妈妈说你的字越来
越好看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徐剑华还是
孩子们口中的那个“灭绝师太”，但小小
的信箱中你来我往的对话，让孩子们逐
渐体会到“灭绝师太”的侠骨柔情。

这也让徐剑华明白：“我们手中
有‘戒尺’，明令而不滥用。宽严相
济、爱教结合，是与学生最好的相处
之道。”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教师徐剑华

与学生最好的相处之道：宽严相济 爱教结合

核酸筛查采样点地址

1.下村，村委会内停车场

2.上村，村支部门前篮球场

3.向阳村，村内篮球场

4. 天沁园，濠江路保利国际广场南
侧（加设黄码专区）

5.新家园（彩虹苑），香江路彩虹苑

6.横琴购，横琴购口岸广场

7. 洋环村，环岛东路铺路靠村入口
处

8.风情广场，红旗村风情广场

9.粗沙环，粗沙环村道交环岛东路

10.三塘村，村内雨水花园篮球场

11.四塘村，村支部门前广场

12.石山村，村内雨水花园

13.深井村，村内篮球场

14.长隆海洋王国，长隆海洋王国入
口处

15.金融岛，珠海市海鸣桥公交站

16.万象世界，东西汇球场

17.科学城，横琴科学城

18.横琴医院小花园，宝兴路118号
横琴医院公交站旁（加设黄码专区）

19.新家园（创意谷），子期南路与风
华路交界口

20.中医药产业园，环岛北路西公交
车站前停车场处（加设黄码专区）

21.创新方，创新方狮门娱乐智水路
广场（加设黄码专区）

22.市民中心，祥顺路近合作区人民
法院处

23.横琴站，城轨横琴站6号出口处
（加设黄码专区）

24.横琴北站，城轨横琴北站2号出
口处

廖婉彤是初三从容闳书院转学到横
琴一中的，她认为自己中考时能够较好地
发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心态，二是准
备充足。“考前一周我会早睡，晚上十点半
就睡觉。通过出门散步，减少焦虑，调整
心态。”廖婉彤说。

“双减”政策下，廖婉彤更加关心在校
学习的质量。她发现，紧跟老师课堂节奏
走、积极举手回答问题，更能有效吸收知
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可以让我更专注
思考老师提问的问题。”廖婉彤说。

课余时间，廖婉彤喜欢听歌和看书。
她向记者分享了一本近期正在阅读的书
籍——《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

“这本书以书信形式讲述世界历史，很适
合青少年阅读。”

谈起横琴一中的老师们，廖婉彤连用
三个“超”字评价——“超喜欢”“超负责”

“超用心”，以此表达她对老师们的喜爱。
廖婉彤说，经常看到老师们的办公桌上，
一边是满满的教课材料和学生作业，一边
是外卖送来的餐食。她说：“学生晚修时，
老师们本来不用回校，但还是经常回到课
堂，为我们答疑解惑。”

“积极、阳光、自尊、自强、自律……”
廖婉彤的班主任王红用这些词汇来点评
廖婉彤。王红说：“廖婉彤目标明确，把学
习当成一种乐趣，把做题当成一种闯关游
戏，乐在其中。即使初三这么忙的情况
下，她依然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志愿服务，
她的优秀品质无时无刻不感染着身边的
所有人，老师也为她骄傲和自豪。”

廖婉彤:

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跟老师互动

在横琴一中，廖婉彤和李思言两
名学生今年中考成绩突出。她们向记
者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为学弟学
妹们如何提升成绩支招。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见习记者 伍芷莹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合作区今明开展
大规模核酸筛查
居民群众须每天一检

徐剑华在课堂上教学。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李思言廖婉彤

核酸筛查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