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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是网友们十分推崇的
“双 11 网购节”。为了培养学生的节
俭意识和正确的金钱观，双清区志成
学校举办了全校性的“跳蚤市场”活
动，学生们将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
学习用品拿到学校，在操场上摆起了
小摊，体验了一把“店主”的乐趣，更在
一次次的交易中学习沟通的技巧，体
验赚钱的不易。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志成学校
以养成教育为突破口，以活动为载体，
以科技创新教育与体育为特色品牌，
以“课后一小时”为素质教育舞台，深
化课程改革，构建“乐”课堂，努力将每
位学生引入自主发展的“百草园”。

课堂增能

为着力打造高效课堂，本学期以
来，志成学校加大了教研力度，通过集
体备课、同课异构、教学比武、推门听
课等多种方式，打磨提升教师的业务
水平，同时积极发挥学校省市“教学能
手”“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

“青蓝工程”，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年轻
教师师徒结对，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努力提升全员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育人
水平。

前段时间，学校1702班主任兼语
文教师石蓉芳在讲授《桂花雨》一课时，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桂花特性，掌
握课堂知识，在全班开展了一次“酿桂
花蜜”的实践活动。依托校园内的桂花
树，石蓉芳带着学生们摇动桂花树、采
集桂花，清洗晾干、分层装罐……在整
个过程中，学生们实地学习了桂花的有
关知识，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由
于采集桂花时正好赶上阴天，没有日
晒，桂花难以干燥，学生们就出主意，用
办公室的电风扇吹干，最终我们完成了
这次实践。”石蓉芳说。

不止如此，在石蓉芳的课程上，她

总是竭尽全力为学生创造动手实践的
机会。为了提升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
力、表达能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石蓉
芳还在班上开展了“民间故事会”活动，
学生们朗诵、分享民间故事，几名学生
还联手绘制了《牛郎织女》的连环画，栩
栩如生的人物、场景，配上简单的介绍。

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学校
积极开展作业设计的研究，一二年级
通过拼音过关卡、生字卡等方式，灵活
布置课后作业，不但有效落实了“一二
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要求，更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
活，密切了亲子关系。对于三至六年
级的作业，学校以年级组为主，由年级
组进行统筹安排，各科教师再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细微调整。

此外，学校还在课后服务中设置
一节作业辅导课，引导学生尽量在校
完成课外作业。每月，学校还安排了
一天的“无作业日”，鼓励学生“把书包
留在教室”，回家参加家务劳动、开展
亲子阅读等拓展类作业。“‘无作业日’
里，孩子在家拖了地、洗了衣服，还把
书桌整理得井然有序。这让我们很高
兴，感谢老师布置这么温暖的‘家庭作
业’。”学校一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如
是说。

课外增效

今年秋季开学，校长朱赟智给每
班送去了一份礼物——《打造高绩效
班级的33个游戏》一书。“落实双减政
策，最主要的是‘动起来’。考虑到并
非每位教师都有艺体方面的一技之
长，因此，我希望通过送书来为教师提
供一些丰富课外生活的思路，从而更
好地推进‘双减’的落实。”在校领导的
大力推动下，全校教师们纷纷结合自
身特长和学科特点，创新了一系列有
特色、有亮点的课外课堂，让孩子们乐

在其中、学有所长。
其实，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有意识

地探索每周五下午的“第二课堂”，让
学生们从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开发
潜能、学习特长。学校依托校内教师
的特长和校外辅导员，对“第二课堂”
的开设项目进行了进一步丰富与完
善，形成了“1+X”和“4+1”相结合的课
后服务新课程模式。

“1+X”的“1”即在放学后清家庭
作业，教师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分层辅
导家庭作业。“X”指坚持五育并举，根
据学生年龄特点，组织开展书法、绘
画、音乐、体育等丰富多彩的集体活
动，全面提高学生素养。“4+1”是指除
每周一至周四的正常课时外，每周五
下午确定为特长学习时间，学校开设
播音主持、舞蹈、健美操、棋类、球类、
科技制作等十几项特色课程，让学生
们参加至少一个兴趣班，尽最大努力
满足学生全面个性发展的需要。

家校共育

“双减”工作的落实，更需要家长
的参与与配合。

为了进一步做好“双减”工作，志
成学校在积极向家长宣传“双减”政
策，赢得家长支持的同时，还依托校家
委员等途径，召开家长座谈会，每班邀
请三位家长到校，谈“双减”前后孩子
的变化，为“双减”工作提意见和建议。

如今，志成学校已经有不少家长
参与到学校的“双减”工作之中，担任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整理员，以及课后
服务中象棋、武术、茶艺、形体等兴趣
班的指导老师，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
全面成长献计出力。

向快乐出发
——解读双清区志成学校的“双减”举措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陈星

纪伯伦说：“不要因为走得太
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她，大祥
区优秀骨干教师刘秀连，怀抱着
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初心，在三尺
讲台上，走过了23年的春夏秋冬。

1998 年，刘秀连从师范学校
毕业来到大祥区面铺乡新华小学
任教。新华小学，地理位置偏远，
条件艰苦，待遇差，刘秀连在这里
一待就是九年。她以校为家，扎
实奋进，教书育人。期末联校进
行质量检测，她这个“新手”所带
的两个班数学人均分打破了面铺
乡期末检测纪录。她所带的学生
在市、区举行的珠心算比赛中都
接连获奖。所上的示范课、研讨
课、交流课分别在区、联校获奖；

《简便运算》在全省说课中获奖。
多年来，她被评为优秀实验教师、
学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先进教
育工作者、优秀指导老师、优秀乡
村教师，并受到嘉奖。

因教学成绩突出，刘秀连调
入大祥区滑石小学。新的环境，新
的挑战。她知道教书育人的神圣
与重要，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
要有过硬的教学技能。教育教学
是她工作的日常，教研教改是她突
破的难关。为此，她旁听各路名师

上课，钻研教改资料，吃透每一本
教材……因工作出色，2012 年 10
月，刘秀连被聘为湖南省“国培计
划”置换脱产研修项目“影子教师”
实践带教导师。她撰写的论文分
别在国家、省、市、区获奖；15堂比
武课、一师一优课、示范课分别在
部、省、市、区、校获奖。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作为骨干教师，刘秀连
还承担着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
她与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开展结
对“青蓝工程”师徒活动。

苏霍姆林斯基说：“爱是教育
的基本，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让刘秀连走进了学生的心
灵。她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发展，注重班风建设，抓好学生的
行为规范和文明礼仪，循循善诱，
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善于发现每一位学生
的闪光点。

她所带班集体取得了许多优
异的成绩：校优秀班集体、湖南省
优秀少先队中队……她先后被评
为市核心素养优秀辅导老师、市三
独优秀指导老师、省少儿书信绘画
优秀指导老师、市演讲优秀指导老
师、市编程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初心化春雨 润物细无声
——记大祥区滑石小学教师刘秀连

邵阳日报通讯员 林叶芳

从小立志要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的罗萌飞，2007 年 6 月
从湖南文理学院毕业，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圆了儿时理想。

十五年来，罗萌飞在多个学
校任教，她始终勤勤恳恳，脚踏实
地做好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用
心去工作，用爱去育人”是她的座
右铭。

为人师表，必须自身过硬。
在工作中，她努力钻研教材、研究
教法，和同事一起探讨如何教学，
认真学习教学大纲，她学而不厌，
自觉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
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提高教学
和管理水平。

教学中，她不按部就班，照本
宣科，而是以各种教学方式营造
轻松、活泼、上进的学习氛围，用
学生容易接受的的方法来教学。

多年来的经验积累，让她的
教学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
2019 年上学期北塔区的统考中，
所教班级的数学成绩获全区第一
名。她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
验，积极撰写论文，其中论文《巧
用探究式教学模式优化初中数学
教学》发表在《中小学教育》期刊
上，《浅谈八年级数学教学中如何
有效实施兴趣教学》发表在《校外
教育》期刊上。

课堂上，罗萌飞是学生尊敬
喜爱的师长，课余时是和学生平
等相处的朋友，她犹如打开学生
心灵窗户的那一束光，照亮学生
前行的路，攀登知识的高峰。

北塔区状元中学 103 班的霆
霆（化名）数学基础薄弱，平时考
试成绩总徘徊在三四十分之间，
罗萌飞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让

他不要放弃。在罗萌飞的鼓励
下，霆霆坚定了学好数学的信
心。通过努力，今年中考，他拿到
了82分的好成绩。

尖子生的培养，中等生的促
进，后进生的转化，每一个学生都
是一个希望。罗萌飞总会用赞许
与激励鼓舞起学生的上进心，同
时，还会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后进
生表现其优点和长处，使他们品
尝到成功的欢乐和喜悦。

2017年10月，罗萌飞爱人被
确诊为肺腺癌晚期，这个消息犹
如晴天霹雳。

当时，罗萌飞就职于陈家桥学
校中学部，不仅仅是数学老师，还
是 176 班的班主任，她强忍着悲
伤，因为她明白班主任对于一个班
集体的重要性，她的一言一行都会
影响学生们。她每天还是早早到
校，等待学生的到来；遇到天气突
变，总能第一时间观察学生的衣服
穿得是否合适；课间活动时她常常
教学生整理着装，规范礼仪。

2020 年 8 月，罗萌飞爱人病
情恶化，长期住在医院。但是她
所教的班级也恰恰到了初三关键
之时，为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她
没有请过一天假，把照顾爱人的
事托付给姐姐和护工。

罗萌飞爱人最终没能战胜病
魔。在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罗
萌飞坚强地支撑着，很快又回到
她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罗萌飞说，教师这个职业，朴
实、清贫而且辛苦，职业要求近乎苛
刻，很多人望而却步，在这个平凡的
岗位上，她将不忘初心，始终坚守岗
位，兢兢业业，严以律己，甘为人梯，
实现着自己人生的价值与理想。

不忘初心 坚守岗位
——记北塔区状元中学教师罗萌飞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
员 阳静） 为深入推进全省“师德师风
建设年”工作，了解各地各校师德师风工
作进展情况，11月24日，省教育厅调研组
来到我市，采取明察暗访、点面结合的方
式，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核查资料等
途径，就我市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情况展开
调研。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
设工作，通过强化培训、加大宣传、严格督
查等多种途径，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
不断深入。我市还将今年确定为“师德师
风建设年”，市教育局成立了市师德师风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专班，先后印发了《邵阳市2021年师德师
风建设工作要点》《2021 年邵阳市“师德

师风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师德师风
建设年”推进方案》等文件，将师德师风建
设渗透到“双减”工作以及“市培”“县培”、
校本研修和教育大讲堂中，师德师风第一
课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师德师风建设还
成为了奖励评比和职称职务晋升一票否
决的唯一指标。一年来，我市先后开展了
师德师风专题学习、本地典型事例警示教
育等活动，积极评选表彰优秀教师，大力
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引领、提升全
体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此外，
我市强化督查力度，开展师德师风专项督
查，建立了以师德师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
学习教育体系、评价评估体系、监督检查
体系，使师德师风建设逐步走上常态化、
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多举措打好师德师风建设“组合拳”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范一俏） 11 月
22 日，“国培计
划（2021）”——
邵 阳 市 幼 儿 园
骨 干 教 师 工 作
坊（F305）培 训
项 目 的 学 员 及
湘中幼专 19304
班 的 实 习 生 共
计120余名师生
来 到 市 蓓 蕾 幼
儿园，开展观摩
学习活动。

当日上午，
师 生 们 聆 听 了
园 长 郭 娜 的 办

园理念和教育教学特色介
绍，观摩了升旗仪式、器械
操 ，参观了各班的环境创
设，感受了丰富多彩的户外
自主游戏 ，园内教师姜丁
灵、江莎还就游戏故事与学
员进行了分享。下午，师生
们一起观摩了由幼儿园教
师戴施城、廖艺林带来的

《肩上云霞》《巍巍山峦长城
长》两个大班线描活动，活
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名
胜古迹建筑，通过视频课件
的欣赏与自由创作，培养了
幼儿爱祖国的情感，增强了
民族自豪感。

“本次活动，不但让‘国
培’学员开拓了视野，丰富了
教学手法，我们通过对外展
示与交流探讨，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教学效果，推动
了幼儿园的内涵发展，实现
了‘双赢’的效果。”工作坊坊
主、同时也是市蓓蕾幼儿园
的副园长卿茜说。

牵
手
﹃
国
培
﹄
共
成
长

11月23日，市教育局、市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织市教育局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及市直教育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来到市廉政警示教育中心，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李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