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如何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怎
样实现学校与家庭的阅读指导完整链
接？这些问题是很多老师在教学中碰到
的难题，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共勉。 ”
近日，郴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语文
教研员黄小元， 来到永兴县五星学校，
给老师们授业解惑，传经送宝。

在讲座中， 黄小元从小学各学段
的教学重点出发， 用一个个鲜活的教
学案例告诉老师们如何从文本中作出
有效的价值预判与选择。“黄老师的讲
座生动有趣， 实操性强， 从理论到实
践， 从实践到理论， 教学案例信手拈
来，文化经典脱口而出。 ”有老师们很
有感触地说，几个小时的讲座，可以对
比反思自己的阅读教学， 从而打造更
高效的语文课堂。

黄小元今年48岁，是国家级小学
语文骨干教师， 也是省基础教育研究
专家库成员。 从1989年走上三尺讲台
到如今，她无论是在学校教学、当一校
之长， 还是在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教
研工作， 都潜心研究教学， 干出了成
效。 近年来，随着“大额班”的化解，郴
州市小学语文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全
市小学语文教师中新手陡增。 作为小
学语文教研员的黄小元的工作重点之
一， 就是让这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上
好每堂课。

“我们学校创办时间不长，老师的

业务水准亟需优秀教研员‘传帮带’。”
郴州市涌泉小学校长雷富光表示，黄
小元2017年9月来校“送教送研”时，
和老师们分享了统编新教材的编写意
图、编排特点和教学实施建议，培训既
有对新教材整体编写的宏观分析，又
有对拼音、识字、阅读、口语交际等教
学板块精准定位、精细操作的解读，让
老师们受益匪浅。因此，学校一碰到什
么教学难点时，就请黄小元来授课，她
成了学校教研“顾问”。

多年来，黄小元以“郴州市小学语
文精英教师群”、“郴州市教科院小学
语文学科工作室”为平台，发挥网络教
研功能，团聚、培养了一支郴州市小学
语文骨干队伍。 今年获得湖南省中小
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小学语文学科第
一名的陈雪军表示， 是黄小元教学指
引让他有了这么好的成绩。 青年教师
肖勇胜、黄丽娜等，在黄小元手把手的
指导下，从省里走上国家级教学赛场，
并获得优异成绩。

黄小元所教老师、 学生成才者众
多，自己也硕果累累。她先后在省级以
上教学刊物发表教研论文20多篇；每
年都有重点地带领老师们研究探讨一
个教学专题，主持或参与的多项课题，
获省级优秀课题。如今年其研究的“基
于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难点课型典型
课例研究”，被列为省教育科学规划重
点资助课题。从教几十年来，黄小元荣
获市级以上荣誉几十项。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任泽旺)“2019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 日前在北
京开幕，江永女书惊艳亮相，为来自16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外交官献上了一场非遗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 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女
书文化艺术宣传大使李雨儿登台演绎原创歌曲

《女书魂》，蒲丽娟、胡欣、胡思婷3位女书传人现
场展示女书书法，并吟诵《女书之歌》，向世界展
现女书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江永女书”展区，展出祥瑞连连女书夫人瓶、女
书闺蜜诗巾、女书织带、女书油纸伞等文创产品，
神奇而独特的女书文化赢得了广泛赞誉。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余蓉）创新型
人才培养面临哪些问题？ 新时代创新教育如何
开展？ 近日，“燎原计划”2019全国中小学创新创
造教育师资培训在常德举行，来自全国300余位
专家、学者和科创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创新
教育。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汤超颖认为， 创新素
养是核心素养的关键， 创造力的培养不在于学
生能否获奖，而应关注创新型人格的培养、创造
的过程及创造环境的营造。 南通大学教授王灿
明在回答“如何促进学生更‘真实’地成长”的问
题时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创新教育的改革，
要更多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来自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的名师也就如何
辅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大赛、 教师如何提升科
技创新素质、 山区学校如何开展创新教育等问
题分享自己的经验。 湖南省会同县第三中学的
教师朱朝义介绍了自己带领学生野外考察发现
新品种“龙虾花” 并组织开展龙虾花的人工栽
培、药用价值等系列探究活动的创新教育经验，
让教师们看到农村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独特
的优势。

“燎原计划”是由中国发明协会发起，希望
通过建立“燎原计划专家库”，完善咨询指导机
制，发挥专家智库、咨询、帮扶和引领作用，实现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城市与农村中小学校
创新创造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整体提升， 建立一
套可复制的学校创新创造教育整体实施解决方
案， 培养造就一大批中小学创新创造教育老师
和创新创造人才。

倾囊相授助教学

江永女书亮相
“2019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

全国中小学教师
来湘分享创新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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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27日，宁远县水市镇茶叶冲村，一名土耳其友人
在学习草鞋编织。 近年来，该县积极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 欧阳友忠 摄

外国友人学编织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谢敏 记者 李传新） 湖南省社会发展
领域重点研发项目启动会暨华柏恩
视觉研究中心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昨
天在长沙举行，爱尔眼科再获两项高
水平科研项目资助，有望突破近视眼
防控新技术领域关键“瓶颈”。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世界
视力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近视人口
约26亿， 其中，中国青少年近视发病
率高达 67% ， 高中生近视率高达
81%。 我国突出的青少年近视问题提
示近视眼有效预防和控制刻不容缓。

爱尔眼科此次牵头承担的“儿童青少
年近视眼防控及诊疗关键技术研究”
是湖南省社会发展领域的重点研发
项目， 也是今年人口健康领域资助额
度最高的项目之一， 项目将投入500
万元， 综合运用包括眼流行病学、 医
学遗传学、 应用光学、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等跨学科技术， 致力于突破近视
防控及诊断的“卡脖子” 技术， 并将
从基础前沿、 技术攻关到应用示范，
开展全链条的前沿研究，有望产生近
视眼有效防控的系列创新手段与方
案。

近视眼防控新技术领域
关键“瓶颈”有望突破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刘勇）为进一步
加强洞庭湖保护与治理，推动湖长制从“有名”到
“有实”，岳阳、常德、益阳三市近日在益阳签署
《洞庭湖区域联合执法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省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协议》旨在
强化跨区域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洞庭湖水域涉水
违法行为。

《协议》规定，在洞庭湖湖长统一领导下，按照

“统一指挥、依法依规、协同打击”的原则，在三市洞
庭湖水域建立“谁发现、谁执法、谁处置”的联合执
法机制，及时发现、依法处置涉水违法行为。

根据《协议》，三市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跨区
域联合巡查执法行动，必要时可提请市级、县级
湖长进行联合巡查，重点打击洞庭湖跨界水域非
法采砂、侵占湖泊、非法设障、乱排偷排、非法捕
捞等涉水违法行为。

《协议》明确，三市将建立洞庭湖水域涉水违
法案件处置联合办理机制，执法单位发现需协助
查办的应及时发出协查通报， 有关单位积极配
合、主动反馈违法线索，形成深挖彻查工作合力，
共同查处涉水违法案件。 同时，落实全面推行湖
长制联合执法要求，从公安、水利、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相
对固定的执法队伍。

我省建立洞庭湖区域联合执法合作机制

严厉打击洞庭湖水域
涉水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