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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脑备课方便、快捷，但长沙市
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规定， 凡教龄
在3年以下的教师，必须手写教案。

为什么如此规定？该校校长邹硕解
释， 这是为了让教师有个钻研教材、创
作教案的过程。“凡事都有两面性。教育
信息化技术是教育教学的好手段，但对
于一些不太愿意动脑筋的教师而言，下
载、粘贴、剪裁，一份教案很快就出来
了。 这对教师业务成长不利。 ”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信息化对教
育发展，是机遇，更是挑战。

9月12日，前来雨花区调研的中央
电教馆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庆贵接受记
者采访表示：“作为一个新的教育手
段，信息化运用得好，必将对教育发展
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运用得不好，就
会阻碍教育的发展。 ”

信息化技术不是“万能药”

“陈庆贵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值
得我们好好琢磨。 ”雅礼雨花学校校长
吴汉波感同身受。

吴汉波就亲身体验了教育信息化
技术运用，从困惑走向明朗的过程。

在2010年到雅礼雨花学校担任校
长前， 吴汉波先后担任雅礼中学物理

教师和主管教务工作的中层干部、南
雅中学副校长。这10余年，正是教育信
息化技术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的
发展过程。

2004年， 南雅中学各教学班全部
配备了“电脑+电视”的“班班通”，数字
技术替代模拟技术走进了课堂。

“刚开始，习惯了传统教学手段的
教师，对‘电脑+电视’的新型教学技术
并不买账，很多人不愿意用。 ”吴汉波
说，“为此，学校采取强化培训、与评先
评优挂钩等手段，‘逼’着大家使用。 ”
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这一技术手段，
才逐渐被教师们使用。

后来，吴汉波发现，教师在使用这
一现代化技术时， 又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即把信息化技术当成“万能药”：备
课，课件一下载就完事；上课，从头到
尾放电视。

“教师一走进教室，把窗帘一拉，
一台电视放到底。 ”吴汉波回忆说，“整
堂课， 教师不讲一句话， 没有一句板
书。‘人灌’变成了‘机灌’。这显然是错
误的。 ”发现问题之后，学校立刻采取
措施，予以纠正。

“有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雅礼雨花
学校2010年成立后，避免了走弯路。这
告诉我们，信息化技术不是‘万能药’，
不能滥用，必须合理使用。 ”吴汉波说。

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可丢

信息化技术怎样才能做到合理使
用呢？

“关键是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可
丢。 ”吴汉波说，“信息化技术再好，毕
竟是辅助手段。 教师应该是课堂的主
导。 ”

“提高教育质量，首先是向课堂要
效益。 这就要看教师如何有效利用课
堂45分钟，如何传授给学生。 ”井圭路
小学校长肖陈慧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面对海量信息， 作为传道授业的教
师，必须要从中选出最简洁、最有用的
信息。 同时，还要努力选取最有效的传
输手段。 ”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在写字时，最
难的就是不知道笔顺。 教师用粉笔教，
又常常被手挡住，孩子们看不清。 利用
电脑渐变技术，容易让孩子们看清楚。
诗歌从字数上讲，常常只有几句话，但
韵味很丰富。 语文教学中，诗歌不太好
教， 利用多媒体充分展示诗歌中的内
涵，孩子们容易理解多了。 孩子们对汉
字理解是难点，特别是一些形声字，难
以弄懂，但通过电脑慢技术的演示，孩
子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

说起教育信息化的好， 枫树山大
桥小学的语文教师贺未料一口气说了
一大堆。 但贺未料也坦承，信息化的发
展， 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因素也不可低
估。 诸如，电脑辐射的影响，患近视眼
学生的增加；电脑普及后，师生写字能
力的下降等。

“信息化并不只是‘甜蜜的回忆’，
还有不少‘不堪回首的往事’。 ”稻田中
学副校长刘翔贵说，“学习效果与学生
的自觉性紧密相关。 教师布置作业，学
生在网上一搜，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作
业是完成了，但没有记到脑子里面去。
电脑的高速、快捷，还容易引发浮躁心
理。 ”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师
生们在充分感受现代技术带来的
各种便利和好处时， 也意识到其
中的负面因素。“要避免负面因素

泛滥，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至关重
要。 ”刘翔贵说。

提高驾驭课堂本领

教师的主导作用如何才能充分发
挥？

首先， 在观念上对教育信息化有
个正确认识。 正如肖陈慧所说，既不能
无视它的存在， 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
作用。 既要意识到信息化“不可抗拒，
悄无声息”，也要防止陷入“包罗万象，
无所不能”的误区。

吴汉波对此也有同感。 他说，对信
息化技术一定要一分为二看待， 它不
可能替代一切。 他举例说，在物理和化
学试验教学中， 利用信息化技术演示
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实验是必要的，但
不能认为人工实验就可以不做。“其
实，该人工做的实验，还是人工做好。
一是，人工做慢些，学生看得更清楚；
二是，通过教师的人工演示，更可以起
到传递实验技巧和方法的作用；三是，
教师人工实验做得好， 更有利于树立
威信。 ”吴汉波说。

其次， 要努力提高驾驭课堂的本
领。 有一次，吴汉波听了一位语文教师
的课。 这位教师说到了“左将军”一词，
马上有学生提问“左将军是什么”。 教
师只回答“是一个职务”，便匆匆了事。
吴汉波感觉“很不过瘾”。“如果教师给
学生讲解一下中国古代军队官衔的排
序，效果就好多了。 ”吴汉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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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 欢乐潇湘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
斌）今晚，在湖南大剧院，江永县上
江圩女书园表演的女子群舞《女
儿·女人·女书》，通过铿锵的舞步，
展示出古代女子的艰辛和不畏艰
难的抗争，把神秘的女书文化带到
了群众艺术的舞台。 这是“欢乐潇
湘”群众文艺汇演决赛永州市专场
展示的场景。 许又声、谢勇、肖雅
瑜、魏永景、唐之享、李志辉等观看
演出。

晚会开场，是来自“武术之乡”
东安的龙狮舞《龙腾狮跃舞潇湘》，
南狮在高3米、长10.8米、跨度2.8米
的梅花桩上，跳跃自如，如履平地，

把技巧与力量完美结合，观众一片
赞叹。随后，《扎故事———送亲》展示
了流传至今已800余年的“黄阳司
扎故事”；原生态瑶歌《盘王大歌》，
以“坐歌堂”形式再现瑶族人民的生
活。 加上江永女书、瑶族长鼓舞等，
湘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尽收眼底。

当晚共演出14个节目，包括舞
蹈、民俗文化表演、曲艺、声乐等，
具有浓厚的永州本土特色和民族
特色，绝大多数为原创作品。 参加
表演的演员来自社会各界，有社区
居民、企业职工、公务员、民间艺
人、中小学生等，他们成了“欢乐潇
湘”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
记易炼红率领长沙四大家主要负
责同志，就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
程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广泛听取各
方意见。他要求，顺应民意，科学决
策， 尽快启动实质性项目建设，推
动实施长沙城乡品质倍升。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北
起福园路，沿万家丽路向南，止于
湘府路， 路线全长约16.5公里，采
用主线全线高架快速路。项目建成
后，可大幅提升河东南北向道路通
行能力，大幅缓解中心城区南北向
交通压力， 并将沿线相对独立的、
发展迅速的片区快速串联。

“不是要不要干的问题，而是
如何大干快上的问题。 ”调研中，这
是大家一致的声音。 大家认为，因

为涉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
利益和长远利益，实施道路改造可
能会有“阵痛”，但从长沙长远发展
来看，从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的立场
出发，改造工程利大于弊。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关系城市形象、 功能、 品质的提
升， 关系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关系长沙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一
定要尽快启动实质性项目建设。”
易炼红强调， 要进一步在全社会
形成支持这一重点项目、 惠民工
程的广泛共识， 进一步加快项目
推进， 高标准规划设计， 高效率
加快审批， 高质量组织施工， 制
定有刚性约束的“时间表”， 形成
倒逼机制， 进一步优化施工环境，
按照“优质、 平安、 廉洁” 的要
求， 确保建成人民满意工程。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李伟锋 实
习生 曾璐） 记者今天从省安委办、长
沙市安监局等单位获悉， 湖南辉鸿食
品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有了实质性进
展， 该公司将斥资百万更换现有陈旧
设备，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障机制，
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的湖南
辉鸿食品公司，其液氨存储、使用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 本报9月11日对此曝光
后，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盛茂林
作出批示，要求省安委办督促长沙市加
强整改，切实清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天心区政府启动约谈机制，约谈了辉鸿
食品公司总经理费存富，要求其切实履
行好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扎实搞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据湖南辉鸿食品公司介绍， 公司

高度重视省安委办暗访督查发现的安
全隐患，正逐条制定、落实整改措施。
成立公司安全管理委员会， 由总经理
直接负责；设立安全生产专干，加强特
种作业人员培训，对违章、违规作业行
为实行“零容忍”。 对液氨存储、输送设
备等， 安装监控装置和氨气泄漏报警
装置。 邀请省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工作
人员上门，对液氨存储罐、压力容器等

特种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测。 根据
检测情况， 对该淘汰的设备立即组织
拆除； 需要更换的旧设备， 将尽快更
换、调试到位。鉴于该公司存储量达2.7
万吨的冷库冻品在长沙市场占有较大
份额， 且冷冻系统涉及经营户200多
家，为确保市场稳定供应，设备更新将
分步实施， 预计全部设备更新费用将
超过100万元。

江永女书绽放群艺舞台

易炼红调研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尽快启动实质性项目建设

———从雨花区看
教育信息化（下）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湖南辉鸿”将斥资百万更换旧设备报道 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