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特校伍俏霞：

用音乐引领孩子融入社会
周六的上午，鳌岭路的一幢

民房里已聚集了许多家长和孩
子。他们有的拿着陶笛，有的走
着队形，在小院子里又吹又跳。
这是今年才成立的一个特殊表
演团体，成员主要是特校的三十
多个自闭症儿童与家长。伍俏霞
老师一边指挥队形、一边提醒该
上场的孩子。今年刚获得南粤优
秀教师的她，十多年来一直用音
乐引领着这些星星的孩子，发出
微弱但坚强的光芒。

热爱音乐的伍俏霞 1993年
进入教师队伍时，只是一名普通
小学的老师，直至 2006 年转到
中山市特殊学校，她才真正感受
到了音乐除了能愉悦身心外，还
有着更大的能量。她发现音乐能
舒缓特殊的孩子们的情绪问题，
又因陶笛形状有趣能吸引孩子，
学起来较其他乐器简单些，于是
她开设了陶笛课。“不是每一个
自闭症孩子都有音乐天分，一首
简单的《小星星》，普通的孩子可
能一两节课就能学完，特殊孩子
可能只学会几个音。”她通过陶
笛集体教学、为学生制定个别化
教学计划和家校联合指导的方
式，从特殊学生的兴趣出发，不
断挖掘自闭症学生陶笛艺术天
赋。在教学中，她让学生模仿救

护车、警车、救火车等的声音，把
陶笛演奏趣味化、游戏化，在轻
松的游戏和有趣的学习中，给学
生带来极大的快乐，使他们对陶
笛产生浓厚的兴趣。

2016年伍老师指导的学生
梁子健，获得了全国陶笛之总决
赛B组少年独奏金奖，是 450名
参赛选手中唯一一名自闭症选
手。如今，梁子健不仅陶笛了得，
还学习了萨克斯、中式印第安
笛、葫芦丝、卡洪鼓等五种乐器。
看到比赛和表演不仅舒缓了孩
子的情绪问题，还能培养了他们
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其社会适
应能力，伍老师更坚定了用音乐
引领孩子走向社会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也
从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伍老师利
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他们组成了
一个表演团体。为了这个表演
团，伍老师除了教学训练彩排
外，还要想尽办法找场地、找赞
助，还要找各种演出机会。这么
辛苦是为什么？她说，为了给孩
子一个未来。“音乐治疗给星星
的孩子，提高了自信心、平缓了
情绪；也让他们以音乐为桥梁融
入社会。更希望可以利用音乐才
能，打造他们的生存技能，让他
们能生活得有体面、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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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广东兴宁人胡
冬梅，来到原火炬开发区西
桠小学（现并入开发区第二
小学）任教。

24年前的西桠小学，仅
有 6个教学班，学生数不足
200人，教师人数不足 10人。
在这所农村小学，年轻的胡
冬梅培养出了数学竞赛一等
奖学生，让全市教师侧目。
24年后，当年的数学老师胡
冬梅，已经成长为广东省特
级教师、广东省南粤教书育
人优秀教师、广东省教育学

会优秀教育工作者。
“我最喜欢课堂，我敬畏

课堂，更敬畏学生。”在回顾自
己教学生涯时，胡冬梅这样说
道。为教好学生，她尽量将自
己的课堂打造成“最美课堂”：

“最美课堂就是师生可以相互
倾听的课堂，这里以学习为中
心，在师生、生生交往中学习，
氛围是宽松的，内容是充实
的，心情是舒畅的。”

作为数学老师，怎样打
造“最美课堂”？胡冬梅说，自
己以“灵动有趣”为教学主

张。她的数学课堂，每节课都
将和学生叩响“四步曲”——
以“思维速射”引导学生进行
发散思维，勾起新旧知识间
的关联；第二步是思路剖析，
引导学生寻找解题策略，培
养学生做事先计划；第三步
是思维拓展。以新知识为起
点，让学生“想开去”，把知识
还原到实际生活；第四步是
思维回归。埋头拉车时提醒
学生回头看路，对前面三步
的知识点进行反思回顾回头
看，帮助学生进行多题归一。

今天是教师节，走近中山优秀老师，听他们讲教学创新的故事

用百般“武艺”打造“魔法课堂”
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在9月7日我市召开的2018年教育工作暨教师庆祝大会上，表彰了一批教育先进

集体和个人。这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有的是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有的是特级教师，也有的是南粤优秀教
师。在教师节来临前，记者采访了近年的几位优秀老师，听听他们讲述自己与学生的故事。

1993年夏天，大学毕业第二
年，史汉军从湖北老家来到中
山。所有新教师在市侨中操场集
结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三角
镇沙栏中学教物理。从此，他在
这所农村学校一呆就是 25年。
25年间，从一线教师到副校长，
史汉军始终站在教学一线。因材
施教、转化后进生、培育年轻教
师……今年教师节前夕，史汉军
被广东省教育厅授予特级教师
称号。

“如何让学生有所收获，关
注每个学生的需求和未来发
展，才是教师的职责。”史汉军
举例说，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
生学不好物理，很大部分原因
是物理原理还停留在书本上，
没有走向社会、更没有走进学
生的生活。于是，史汉军更加重
视科学探究，让学生自己动手
参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习题
设计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
学生在作业练习中认识节约用
水、节约用电的意义。如从“计
算大课间半小时关闭教室内全
部用电器的校规，可节约多少
度电？”到“节约每 1分钱，为希
望工程、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贡

献一份力”的教学，让物理知识
走进学生生活。

25年前，史汉军作为沙栏中
学物理学科第一名本科生，在入
校第二年便成为学校物理学科
科组长。那时候，他几乎“承包”
了学校物理科组对外的公开课。

“因为来了这所学校，我才
有机会上这么多公开课，才有更
多机会得到专家的指导。”正因
为有了这段经历，走上行政岗位
后，史汉军给全校青年教师制定
了培养计划，为每一名青年配备
教学骨干教师作师傅，师徒结对
互助，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现
在，在沙栏中学，每名青年教师
平均每周至少有两节课。

2016年 9月，史汉军的中山
市名师工作室正式挂牌，在全市
范围内共选出 9名学员（其中 7
名是农村中学教师）进入工作
室。他过开设讲座、课题研讨，组
织同课异构、读书分享会等活
动，带领学员成长。今年 3月，史
汉军名师工作室学员、南头初级
中学冯锡来老师在广东省中学
物理和小学科学实验教师实验
操作与创新技能竞赛活动中获
省一等奖、创新实验奖。

中山纪中宋新波：

参与学生成长，放养施教
中山纪念中学的宋新波老

师，曾被中国计算机学会评为金
牌指导教师奖、全国信息学竞赛
（NOI）优秀指导老师奖，他的学
生曾入选国家队，包揽了广东历
史上两枚国际信息奥赛金牌。今
年，宋新波还获得广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这样一个“金牌教练”心
中仍有小小遗憾，他说：“十多年
前我读大学时，没有ACM（大学
生程序设计比赛）。如今能参与
学生的成长，把他们送上竞赛
场，也是他们完成了我的梦想。”

2003年，从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毕业后，宋新波就进入了
纪中，如今是对外交流处主任。
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辅导学生
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
克竞赛。他辅导的学生里有22人
入选国家集训队，2人入选国家
队，居广东之首，填补了广东省
中学生信息学国际金牌的空白。
2005—2018 年，纪中信息学竞
赛获金牌19枚、银牌18枚、铜牌
12枚，为清华、北大输送 40名优
秀学子，位居广东之首、全国前

列。宋老师说，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纪中信息队的传承积累。

作为教练，宋老师在教学中
实施“放养”，注重启发学生的思
维，培养他们自觉学习、独立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竞
赛的学生本身都是优秀的精
英，但宋老师还要求他们学会
团队协作，口头表达。“有些竞
赛环节多，还要包括论文答辩、
团体合作等来完成。我常鼓励
他们上台演讲，练习英语口语，
用生动的语言要来解释复杂的
程序。竞赛是一面镜子，可以照
出许多问题。”有些比赛的时间
很长，如去年的纪中学生杨家
齐以前三名的成绩入围国际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之前的比
赛就长达 20天。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会因遇到困难而有心里起
伏。这时，宋老师除了指点之外
还会安慰学生：“没关系。人生每
天一个阶段，看到的风景不一
样。你们能进入这场比赛，已是
全国佼佼者，享受比赛这个过程
就好。”

三角镇沙栏中学史汉军：

扎根农村，因材施教

中山市实验中学王海岩：

借助比赛创新历史地理教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的王海

岩老师，虽然是名历史老师，
但对各学科都有兴趣。他这
几年就陆续参加过许多电视
台的知识竞赛类的节目，并
常常取得不错的成绩。去年
在央视播出的全国首档大型
生态文明主题节目《绿水青
山看中国》决赛中，王海岩击
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
获得总冠军。这个历史老师

玩跨界，并非首次。他常参与
各种人文社科知识竞赛，是
一个竞赛达人。为了丰富自
己的知识储备，王海岩平时
大量的看书，而且范围很广。
他熟记中国所有县级行政
区，熟读地图，也喜欢画地
图，可以在黑板上四分钟手
绘出中国地图的大致轮廓，
是朋友们口中的“地图哥”。

“历史和地理的跨学科

交叉，应该是一个润物细无
声的过程，如果仅仅是炫技，
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王
海岩说，也希望能借助参
赛，主动创新中学地理历史
的教学方式。历史和地理不
分家，学好地理培养的是横
向的空间感，历史则是纵向
的时间轴，要让学生学习跨
学科交叉的思维方法，以后
的路能越走越宽。

广东省名班主任、语文
特级教师韩宜奋，被学生们
亲切地称为“老韩”。许多同
学都十分喜欢上老韩的语
文课，因为老韩不仅仅常鼓
励学生平时阅读不同类型
的书籍，语文课上得很有
趣。如十九大开幕后的第二
天，她给班上学生上了这样
一堂语文课。“你们有怎样
的生活和梦想，在未来社会

里担任什么角色；未来的中
国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会给
我们提供怎样的可能，我们
该如何自处与他处……十
九大报告都给我们一一回
答。”学生们在报告中看到
了未来的蓝图，也引发了对
自我人生的规划。

此前，她已经让学生看
了《辉煌中国》《大国外交》
《大国工匠》等纪录片。“通过

纪录片让学生们知道，中国
一直在进步并发展到了怎样
的程度。有这个基础，再读十
九大报告才能更深刻地理
解。”韩宜奋认为，要让学生
有担当意识，把自己跟时代、
跟国家、跟社会自觉联系，对
未来有着真知灼见，对周遭
事物产生兴趣与关爱，这才
可能扛得住压力，跟得上时
代脚步，成得了大器。

中山纪中韩宜奋：

用纪录片助学生开阔视野

9月7日，市实验小学教
师黄伟祥，提前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教师节礼物”——国
家图书馆发来通知，其所著
的《为主题创作而教》一书被
国家图书馆收藏，将与全国
读者见面。而就在新学期开
学第一天，他还收到湖北大
学聘书，聘其为该校教育学
院教育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校外导师。

这名身在我市小学的信
息学教师有更多的身份，他
是全市唯一的省特支教师，
在 34岁时已是小学高级教
师。“半路出家”的黄伟祥，最

早在电视台工作。恰逢教育
系统需要信息学方面的人
才，黄伟祥进入学校，成为一
名小学教师。“正是由于有了
学校之外的工作经历，让我
看待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在
实际教学中，黄伟祥从不局
限于教材，而是通过引导学
生用书本知识观察、诠释社
会现象。他敢于创新课堂，努
力推进“翻转学习”的革命，
开展相关理论知识的培训，
带领教师进行微视频系列化
开发，并率先进行翻转课堂
教学实践。

黄伟祥的翻转课堂，以

“学”为中心，以“学”定“教”。
“老师设计的视频挺有意思，
再说课堂上研究的都是我们
自己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老
师说什么我们做什么，这比
较有吸引力。”上过课的学生
们这样评价道。从教 20年，
黄伟祥先后荣获全国小学信
息技术优质课评比、全国数
学课堂教学成果展评一等
奖。他主持的课题成为广东
省“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和
全国“十二五”规划重点课
题。如今，在黄伟祥的课堂
中，听课的除了学生，还有来
自省内外的跟岗学习教师。

中山市实验小学黄伟祥：

引导学生用书本知识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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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第五小学胡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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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0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10）、（12）、（16）、（21）、（2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05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4）、（05）、（13）、（18）、（19）、（25）
蓝色球号码：（0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5）、（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5期开奖结果如
下:
基本号码：（02）、（08）、（15）、（22）、（26）、（27）
特别号码：（0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5期开奖结
果如下:
中奖符号：（05）、（龙）、（春）、（东）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两千万豪礼，尽在刮刮乐：9月6日至10月31日期间，凡购买广
东省（不含深圳）“刮刮乐”即开票中得5元及以上奖级的中奖
者，兑奖后通过“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
瓜分总值2000万元的奖金奖品。活动详情可登陆中山福彩网
(www.zsfc.org)或到市内福彩投注站查询。相信梦想，助力公
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