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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豆浆机等这些生活中
常见的小电器，被他“庖丁解
牛”成单片机课堂上的教学实
例；为提高大班课堂上课效果，
他自己改装了一套无线话筒系统
进行授课；为了工作，他家书房
就像一个“实验室”。

源于对“电”的那份一往情
深，他让原本单调枯燥的课堂生
动了起来，学生感到亲切而真
实⋯⋯

他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教师许景辉。

走上讲台前，许景辉曾有过
一段行政工作经历。2003 年，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水利与建
筑工程学院设立后，许景辉毅然
决定转到教学岗。“转岗虽然意味
着 一 切 都 要 从 头 开 始 ， 但 对

‘电’的一往情深还是战胜了各种
顾忌和挣扎，也许‘电场’对我

的作用力太强吧！”许景辉幽默
地说。

许景辉从小就喜欢有关电的
东西。收音机、电视机、变压
器、电动机⋯⋯在许景辉眼里，
电的世界充满了神奇与魅力，强
烈的好奇心促使他整天沉迷其
中。凡是与电有关的东西，他都
想亲自动手尝试，为此还曾多次
历险。

小学五年级，他为了修理一
台老式收音机的电源线插头，自
己找了些铜皮做了一个。由于当
时用电安全知识不足，绝缘胶布
没有缠好，在试验插头的时候，
左手拇指被电击，他感觉整个人
都在颤抖。幸亏当时火线和零线
在他挣扎时短接，家里保险丝烧
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次事故，在许景辉左手拇指
上留下了电灼烧伤疤，但这不但没

有使他“遇险”而退，反而更加激
发了他征服“电老虎”的激情。直
至走上三尺讲台，他仍然一如既往
在电的世界徜徉、求索。

作为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动
力与电气系主任，许景辉经历了
电气工程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的创业艰辛。但对电的热爱，
让他在如此繁忙的教学工作中，
仍然保持兴趣、不忘思考，研究
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教学方法。

由于经常在很大的阶梯教室
里上大课，教室后面的学生很难
被照顾到，即使使用小型扩音
器，由于音量太小，教学效果也
不太理想。如果教师能把整个教
室当作讲台，老师能随时来到任
何一名学生身边就好了。于是，
许景辉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 2.4G
无线麦克风，利用原有教室扩音
系统，在不改变原有扩音系统电
路的情况下，实现了低成本、远
距离、高品质的扩音效果，有效
提高了大课堂教学质量。为了能
在不同位置操作课件，他还购买
了“飞鼠”，这样他可以在教室任
何位置授课，提高了教学效果。

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
中，有的学生害怕编程，总觉得编

程很高深，所以“闻”难而
退。许景辉认真研究学生心
理，在教学中把流程图说成“提
纲”，把汇编语言说成“单词”，把
语句结构比喻为“语法”，把编程形
容成“讲故事”，学生一下觉得学习
简单了起来，原来编程就是给一个
单词量少的“计算机”讲故事。

在带队实习中，由于发电厂
车间非常嘈杂，他购置了FM发射
器，让学生通过每人必备的FM耳
机来收听实习教师的讲解。在实
验报告和作业批改中，为了节省
纸张，他通过 CV720 （电脑手绘
板） 和 surface pro （平板电脑）
实现了作业无纸批改，不但改变
了教学资料的传统存档方式，而
且保留了纸质教学资料的所有优
点，得到学生的认可。

为了实现教学资料、学生考
勤、上课表现、作业收交、网上
辅导、教学互动、课程通知、成
绩分析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他研

究了国内外多款教学平台软件，
最终从教学理念和操作简便性方
面考虑，选用了“课堂派”这个
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教学平
台，提高了教学管理效率。同屏
共享器、高速电脑对拷线、高清
鼠标扫描仪⋯⋯这些近年来不断
出现的新工具被他大量应用到教
学中，提高了备课、上课、期末
总结等教学环节的工作效率。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传
授，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以教学效
果为导向，以多种教育方法和手
段为应用，以教学反馈和评价为
监督，以教育理论和学习心理学
为指导的师生综合信息交换体
系。”许景辉坦言，而这一切的关
键都源于对“电”的热爱，对一
份事业的执着追求。

小电器被“庖丁解牛”成课堂实例、新工具大量应用到教学，一切源于他——

触“电”后的一往情深
通讯员 王学锋

我身边的
好老师

人物不求高大全，只求亲切自然；不愿孤苦
贫寒，但求乐观幸福；无须面面俱到，只求一点
闪光。来稿请注明 【我身边的好老师】，邮箱：
zgjybjcxw@163.com。此栏目为常设栏目，我们会
一直等您走来！

眼下，又到了各地中小学春
季田径运动会“开幕”之际。然
而，笔者发现，在一些地方，很
多学校举办的运动会，比赛项目
却是另一幅“画面”：三足赛
跑、托球跑、运球跑等替代了原
来的短中长跑，三级跳远被立定
跳远取代，抛铁饼、掷标枪更是
鲜有人见⋯⋯传统的竞赛项目，
已被富有休闲、娱乐的趣味活动
悄然代替。

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些学校
在安全问题上过于谨慎，生怕学
生在比赛中有个闪失，从而引起
各方问责，担心会受到行政处罚
或担刑事责任所致。

众所周知，运动会对学生来讲
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功课。校方举办
运动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活动，
而且也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它
既是检阅教学成果和学生锻炼效
果，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一种方式；同
时，还是培养学生积极向上、顽强
拼搏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一个载体。
通过运动，引导学生对生活和生
命充满热爱。

可是，近年来各地有不少学
校在召开运动会时，只是让学生
简单“一动”了事。这与有些部
门在出事后，为了息事宁人，往
往采取不管是否属于学校责任，
都要先对校方及相关责任人进行
严肃处理有关，导致校长和教师
心生畏惧，害怕出事不敢在举办
类似大活动上再有“大动作”，

故而只是选择安全性相对高的
项目，或形式化地组织几个比
赛项目开完了事，根本达不到
预期效果。

再看如今的校园，每当课余
活动时，操场上已难觅学生们那
生龙活虎、你追我赶的身影。
这不能完全责怪学生对体育的冷
漠，只能怪罪学校体育工作中的
欠缺。

笔者以为，运动和安全其实
不是一对矛盾体。不容置疑的
是，一些传统竞技体育比赛项目
相对于趣味性运动项目而言，追
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是对
人类运动极限的挑战，的确存在
一定的危险。

但在比赛现场，当人们看到
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观众
在场下呐喊助威，那种强烈的震
撼也是趣味性活动无法比拟的。
只要学校组织得当，细化安全措
施，提前做好预案并严格防范，
完全可以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如果仅仅出于安全考虑，因噎废
食不敢组织竞技性较强的体育项
目，其后果可能会让教育走向另
一个极端。运动会的举办就起不
到组织者想要的效果，既浪费人
力物力，也不利于我们从小发现
和培养体育“苗子”，令教育充
满缺憾。

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不妨提醒学校要重视和恢复
竞技性较强的一些体育项目，而
不是召开运动会时只象征性引导
学生简单“一动”！

能否让传统竞技项目回归
张传银 胡乐彪

■金隅有话

■基层速递

本报讯 （乐佳泉 王国民）
没有收银员、没有视频监控，
学生自由选购、自行结账⋯⋯近
日，这样一家“诚信小超市”在
浙江省岱山县岱东中心小学开
张了。

练习本、钢笔、橡皮⋯⋯在
“诚信小超市”货架上整齐地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生活、学习用
品，供学生们自由地选购，货架
的显眼处张贴着价格标签。与普
通超市不同的是，小超市内没有
售货员，全靠学生自觉地“诚

信”结账。
为什么想在学校开设“诚信

小超市”？“学校不仅要教学生知
识，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
借助‘诚信小超市’开展诚信教
育，采取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
式，对孩子诚信品德的养成或许
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负责

“诚信小超市”的老师介绍，这
也是学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青少
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式方法，加
强和提高学生诚信意识和素质的
具体实践。

浙江岱山岱东中心小学

“诚信小超市”涵养学生诚信

本报讯 （刘剑 史湘萍） 近
日，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举
行 2017 年度学长演讲竞选。综
合内务整理成绩，634 班肖梦
飞、641 班黄雨欣等 70 名学生
成为该校 2017 级新生的“领班
学长”。学长制是该校帮助新生
更快适应高中生活采取的一大
举措。

此次学长竞选，共有160名
高一学生报名，根据“鞋子摆成
一条线、毛巾晾成一条线、牙膏
牙刷摆成一条线、衣服晾成一条
线、被子叠成豆腐块、寝室卫生
整洁”六个方面打分决出 90 名
学生进入演讲竞赛，综合排名
后，决出 70 名学生作为 2017 级
新生的“领班学长”。

近年来，隆回二中坚持德育

首位，坚持不懈加强学生养成教
育，为帮助新生走出“初中受
宠、高中失宠”的心理状态，隆
回二中从 2012 年开始推行“学
长制”新生教育模式，聘任政治
觉悟高、成绩优秀、有一定实践
经验的高二年级学生，以班级为
单位对口帮扶、指导、教育新
生。被聘任的学长结合入学一年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验，帮助
新生及时了解在军训、学习、生
活等方面的困难，帮助新生规划
总体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奋斗目
标，积极调动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
性，充分发挥学长“导学、导
管、导助”的作用，努力培养学
生团结互助的精神和责任，营造
文明和谐的校园。

湖南隆回第二中学

推“学长制”对口帮扶新生

黎世伦，广东实验中学学
生，是丘成桐科学奖金奖获得
者，大赛评委这样评价黎世伦：

“他的数学理论水平已经相当于
研究生。”

丘成桐科学奖，是目前公认
的体现国内中学生领域科研创新
能力的最高奖，被誉为“中国青
年诺贝尔奖”。其决赛评委由来
自 国 际 顶 尖 高 校 包 括 中 、 美、
英、法等国在内的 30 多位世界
顶级科学家、院士组成。

每年，全球 1000 多支来自
各国和地区的参赛队伍在经过三
轮论文评审“闯”进决赛后，还
要经过两天封闭式面对面的英文
交流和答辩，最终产生 1 名金
奖，其获奖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与学霸的严肃甚至古板
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这位“神
童”似乎与别的孩子没有太大区
别，是一个活波开朗的阳光大男
孩。

“ 我 每 天 最 喜 欢 的 就 是 睡
觉，课余喜欢打篮球，初中时还
是校队的，喜欢看日本动漫，还
有我喜欢周杰伦，周杰伦的专辑

我全都收集完了。”黎世伦爽朗
地告诉记者。

在 广 东 实 验 中 学 （以 下
简称省实），像黎世伦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中考名列广州市前
10名的学生，同时也是学校乐队
的首席小提琴手，校羽毛球队、
乒乓球队、合唱队许多队员都考
上了清华、北大⋯⋯

“学校不仅有‘学霸’，还有
‘球霸’‘舞王’和‘歌神’。”校
长全汉炎介绍说，该校虽然是广
州高考总分状元最多的学校，但
真正让学校出名的还是省实的素
质教育、特色发展，有些项目已
经成为广州的“名片”。

“使每一名学生有一种科技
兴趣、有一项体育爱好、有一门
艺术特长”的“三有人才”培养
目标，成为了省实的努力方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省实通
过实施“课程·社团·竞赛·科
研”四位一体的发展策略，即以
科研为引领，以课程为平台，以
社团为依托，以竞赛为磨炼，铸
就了科技、体育和艺术这三大成
绩辉煌、享誉海内外的特色教育

品牌。
以课程为例，省实在高质量

开齐开好国家课程的前提下，开
发建立了格致特色课程、科技创
新课程、人文社会课程、经典德
育课程、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等不
同模块，并开设 50 余门校本选
修课程，涵盖各个学科领域，采
取小班化和探究式授课，校内外
导师共同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实
践、创新。

走进学校学生发展指导中
心，9 组鲜艳的可随意拼接组合
的圆桌和椅子，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除了最大的大团体活动室，
后面呈曲线一字排列的还有个体
辅导室、静心室、阅览测量室、
小团体活动室、社团工作室等功
能室，布置活泼、功能多样、色
彩温馨。

该中心主任蓝敏告诉记者，
在这里开设的学生发展指导课
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生活
指导课程、生涯指导课程、学业
指导课程。“我们的目的就是让
学生们既能学得好又能生活得
好，既要关注学习又要关注自

己，既与世界对话又要与自己对
话。”

作为省实的一名学生，在三
年的成长道路上，遇到学业考
试、人际关系、情绪情感、生涯
规划等方面的困难或者苦恼，都
可以在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得到一
站式解决。

在“三有人才”培养目标指引
下，学校特色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自
2007 年以来，学校参加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共获得奖牌
13 金 12 银 10 铜，是全国获奖最
多的学校之一。

——阳光体育异彩纷呈，近
10 年来，共培养了 7 名国家级运
动健将、48 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113名国家二级运动员。

——艺术教育享誉国内外，
培育出了合唱团、管乐团等多支
世界冠军团队。

省实多年来之所以这么成
功，在全汉炎看来，很大程度上
是找到了素质教育和学业成绩的
平 衡 点 。“ 没 有 分 数 就 没 有 今
天，只有分数就没有明天。”

每名学生有一种科技兴趣、一项体育爱好、一门艺术特长

广东实验中学：这里不只有“学霸”
本报记者 禹跃昆 特约通讯员 何雪梅 赵长顺 于金龙

■看基层

今年新学期，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
小学开设了“女红”“葫芦文化”等传统的特色课
程，引导学生了解学习传统技艺和内涵，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宋永强 摄

学习传统技艺
体验独特魅力

本报讯 （刘波）“最近 《人
民的名义》 热播，我们打算买
几本供师生借阅。区教育局不
仅出专项经费，还让我们自由
采购，这真的很不错。”日前，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一名学校
的图书管理员为镇海区的做法
点赞。

自 2009 年开始，镇海区连
续 9 年每年投入 100 万元专项经
费，用于各校采购图书，推进
中 小 学 图 书 馆 借 阅 一 体 化 建
设。目前，全区中小学符合借
阅一体化建设的学校图书馆共
计 24 个，都已顺利建成，对于
提高图书馆使用效益，服务师
生阅读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 专 项 经 费 投 入 的 基 础
上，镇海区还在提高经费的使
用效益上下功夫。区教育技术
中心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图书
供应商。

目前，宁波书城通过招标
成为镇海区的图书供应商，宁
波书城内的所有图书，都可以
由镇海区的学校自主选择。每
一 所 学 校 都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 根 据 区 教 育 局 下 拨 的 经
费，到宁波书城选购图书。学
校选定书目后，宁波书城还将
提供图书的编目服务。学校拿
到这些图书后，就可以直接上
架供师生借阅。

在每年 100 万元的图书专
项经费上，区教育局不分亲疏
远近，而是按照学生人数核拨
经费到学校，图书的采购权在
具体的学校。

近年来，区内的很多学校
在采购图书前都会事先征求师
生的意见，让图书馆更好地提
供精准服务。

比如仁爱中学，在校园网
的互动论坛上专门建立了主题
帖，师生想看什么书，就可以
在上面留言，学校图书馆会根
据 师 生 的 意 愿 ， 在 购 书 的 时
候，想法设法满足师生的阅读
需求。

宁波市镇海教师进修学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书香校
园建设是全区五大校园建设之
一，各个学校都很重视。在学
校公用经费用于书香校园建设
的基础上，区里出台的专项经
费，可以确保各学校及时配备
优秀图书，进一步发挥图书馆
借阅一体化的积极作用，有效
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宁波市镇海区连续9
年每年投入 100万元，让
学校自购图书

师生的阅读愿望
得到更好地满足

本报讯 （汪正玺）“虽然妈
妈出去打工，让我少了一些温
暖，但我深知，她这都是为了
我，为了这个家⋯⋯”日前，湖
北省鹤峰县下坪乡民族中心学校
801 班上了一堂“好爸好妈好家
风”课，聪明懂事的留守孩子卢
意第一个用真情分享了“家”的
故事，让在场师生感动不已。随
后，同学们围绕主题争相晒出家
风、家训好故事。

“我们将通过班级筛选，选
取感人故事写成作文，全校评
选，推荐质量较高的征文，参加
全县的评比活动。”该校德育处
主任谷祥鹤说。

鹤峰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4 月，该县启动“我家最美故
事”暨亲子阅读主题实践活动，
并以“讲述好爸好妈好家风故
事”为主题开展征文比赛，鼓励
家长与孩子共写自己的家风故
事，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将美
德传承，将经验共享。连日来，
该县各中小学通过主题班会、国
旗下的讲话、演讲比赛等形式开
展“家风家训进校园”活动，
1.4 万余名中小学生积极响应，
踊跃参加，与家长互动，学习古
代经典家训、晒家庭幸福生活、
讲家中温馨的一幕幕、写出“好
爸好妈好家风”最美故事。

湖北鹤峰

1.4万名学生晒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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