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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名师名师””会客厅会客厅
走进南阳市十二小

小学阶段是孩子人生教育的第一阶段。国内外教育专家认为：小学时期，是培养孩子良好精神人格的最

佳时期。倘若我们在此阶段让孩子能有成长过程的第一堂心灵与成长的课程，将会让孩子终身受益。河南

日报名师会客厅栏目走进南阳市十二小，邀请各位名师一起深入探讨：小学阶段应该“着力”培养孩子哪些

能力，才能塑造出人格健全、具有良好学习习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素质型人才?

南阳市十二小“十项育人标准”里
就有一条，要求“要文笔通顺，有博览的
习 惯 ”, 南 阳 市 十 二 小 语 文 老 师 杨 涛
说，语文素养包括阅读、写作、表达等多
方面的能力，但是阅读是基础。学校开
设诗词欣赏课，汇编古今中外优秀诗词
歌赋，倾情诵读，体悟诗词优美的情境，
陶冶情操……让学生在阅读中寻找乐
趣，为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奠定
坚实基础，让阅读成为孩子的自觉习
惯。

一手好字将会使孩子受益终生。
南阳市十二小写字老师段作华说，为激
发学生兴趣，提高书写能力，养成良好
的书写习惯，学校专门开设练字课，有

专职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训练写字姿
势，每周评出“写字之星”，激励每位学
生都写一手好字。同时，学校为孩子搭
建展示自我、彰显个性的舞台，积极鼓
励学生参加各种比赛，让他们在活动中
体验，在活动中成长。

学生在“七七五”生态课堂教学模
式中，逻辑思维和自学能力均得到了提
高。南阳市十二小数学老师王钰谈到
自己的经验说，数学需要多练习，学生
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既能激发对数学
的兴趣，又能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
升。“七七五”教学原则重自主、重合作、
重探究、重体验，要求变讲课为指导，变
生浇硬灌为主动实践，变学知识为训练

能力，设立“小老师”，让学生登台讲课，
在这个过程中 ，锻炼了孩子主动思考、
语言表达和总结归纳的能力，综合素质
得到全面发展。

体育课是体能和技能的综合，南
阳市十二小体育老师杜剑说，小学阶
段的体育课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肢体协
调能力，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精神意志。体育运动需要他们付
出一定的体能，需要他们不断坚持，还
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恒心和毅力。我们
还推行学生干部轮岗制，培养他们的
竞争意识，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平等发
展，人人都有机会得到锻炼，个性得到
发展。

“教学生 6 年，就要为学生考虑 60
年，为学生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拥
有美好的人生夯实基础。”南阳市十二
小校长鲁祖义从一个生动的故事讲起，
他认为，“圈养”出规范，“散养”出个性，
对学生就应该“散养”，让他们走出课
堂，多实践，多锻炼，综合能力才能得到
提高。

记者了解到，南阳市十二小大胆改
革，把每堂课压缩到 30到 35分钟，每天上
午和下午各均出一个30分钟的大课间，让
孩子们尽情玩耍。除此之外，每周五下午
半天时间，学生可根据兴趣练习“特长”，
练习书法，拨弄琴弦，学习武术……

“‘合格+特长’是我们对学生的评
价标准，打破传统的评价模式，淡化对

分数的计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鲁祖
义说，我们进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把
学生的素质特长、行为习惯、操行表现、
平常作业、单元测试、课堂发言这些综
合起来，分成四个等级进行评价。不仅
如此，十二小还注重对学生的纵向评
价。学校为每位学生建立全程跟踪的
成长记录袋，让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我在成长”。
“传统的评价方式已不能满足新形

势的要求。”杜剑说，为了更客观、公正、
准 确 地 评 价 学 生 ，每 周 一 评“ 十 星 少
年”、“十星班级”，并由此延伸评选“纪
律星”、“卫生星”、“安全星”、“学习星”
等；每学期评出“好孩子”、“好学生”、

“好公民”的“新三好”。对学生进行多

方面评价，从而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优
点，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不断点燃每
个学生希望进步的火花，让每个学生都
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教育不是为了少数，是为了百花
盛开满园春，我们应该把目光多投向那些
更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学生。”南阳市十二
小思想品德老师赵峰说，学生人人都是
才，只是每个人成才的“点”不同而已。对
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学校会专门指定

“导师”跟踪辅导，同时享受座位优先、提
问优先、作业批改优先、参加活动优先、辅
导优先的待遇，让教育回归自然，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清新的空气、充足的阳光、适合的雨露，而
后就是等待花儿静静地绽放。

习惯养成最关键——关注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创新评价方法——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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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房子这么大，没想到村庄这
么美……”对于淅川后靠移民赵志清来
说，他还没想到自己一不留神，竟成了

“土豪”。
“搬一次，穷一场”，淅川移民发展

一直跳不出“越移越穷”的怪圈。数据
显示，自建设水库以来，淅川县累计淹
没良田 40 多万亩，而全县目前只有 57
万亩耕地可供利用。此外，淅川县累计
动迁移民近 40 万人，县内安置近 10 万
人，这 57 万亩耕地如何让 67 万淅川百
姓致富？

必须放大市场机制的刺激作用和
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高效生态产

业快速发展，走水清民富之路。按照
“因地制宜、适生适种、生态高效”的原
则，淅川县出台一系列文件，配套实施
财政扶持、信贷支持、品牌认证奖励、基
地建设奖励 4 项政策支持和 10 项项目
扶持，引导企业和农民发展高效生态产
业，进行绿色种植。

2012年，经过了凤凰涅槃的赵志清
重新获得了新生。他和村民们成立生
态有机农业合作社，发展烟叶 300 亩，
蔬菜大棚 100亩、花卉苗木 100亩。

“我一年的毛收入，差不多快 30万
元了。”走在宽阔平整的水泥路上，两边
是鳞次栉比的移民房和竞相吐新的景

观树。赵志清边走边讲，在县里的帮扶
下，村里还建立了养殖小区，171 户移
民，就有 96户参与到了养殖中。

“每年，村里都会给村民发‘红包’。”
赵志清说，2013年，柴沟移民新村人均
收 入 达 8000 元 以 上 ，2014 年 增 加 到
10000元以上。从 2014年农历十月到腊
月，村里就新购了 20辆家用轿车。

在淅川，共有 10 万像赵志清一样
的农民，捧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走上“致富路”，住进“花园房”。

“现在看来，都是南水北调带给了
我们发展机遇。”赵志清笑得眼都眯成
一条线。

问 水 大 渠 首
□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环境保护司统计：自去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
通水以来，丹江口水库水质全因子监测 109项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Ⅱ类标准，其
中常规项目 95％以上符合Ⅰ类标准，特定项目 100％符合水源地水质标准。通水以来丹
江口水库水质持续向好，问渠哪得清如许？让我们去水源地一探究竟。

冬到渠首，漫江碧透。淅川县马蹬
镇水库边的山坡上，农田已变成林地。
正值冬季植树季节，一个身材瘦弱的女
人，正为新栽植的苗木浇水。

她叫杨焕菊，今年 51岁，原是淅川
县库区渔民。20年前，她和丈夫划着小
船在丹江里捕鱼，最辉煌时，一年能挣
20多万元。

由于网箱养鱼影响水质，2014 年
春季，淅川县在国家尚未出台网箱补
偿政策的情况下，在丹江口库区两省
六县（市）中率先打响了取缔网箱养

鱼攻坚战。
“这等于砍断家里的‘摇钱树’。”经

过一番痛苦而激烈的思想斗争，杨焕菊
拆除了自家的网箱。这一切，都因为他
们世代所饮的丹江水，将一路奔流到北
京。“咱不能为了自己，让大家喝脏水。”
杨焕菊说。

网箱上岸后，杨焕菊加入了当地的
植树造林专业队。空闲时，她就下河里
捕捉河虾，挣点零花钱，顺便清理一下
江边垃圾。

像杨焕菊一样，呵护丹江、保护水

质，已成为南阳淅川干群的自觉行为。
为了保护丹江水质，淅川县全力推

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缔库区 19 家
水 上 餐 饮 船 及 4 万 余 箱 网 箱 。 组 建
2000人的专业护水队，建立网格化的水
污染防治责任体系。为减少生活污染，
淅川县投资 5 亿多元在库区 15 个乡镇
建立了完善的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在
农村建成人工湿地 12 处；推进户用沼
气“一池三改”，已建设 2.9万座，每年将
200万吨的人畜粪便转化为有机肥，有
效控制了人畜粪便污染。

十里秀水九连潭，绿山碧野花满
园，说的是今日的淅川毛堂乡。

毛堂矿产资源品种繁多，储量丰
富。但矿石采掘冶炼，破坏生态环境。
在县里号召下，毛堂一锤砸掉企业开采
线，转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昔日的荒
山秃岭如今装扮得绿意盎然。

“为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地处
中线工程渠首和核心水源区的淅川县，
正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淅
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

因为南水北调对水质的刚性要求，
淅川县先后关停 350家冶炼、化工等污
染企业，掀起“绿色革命”，并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技术改造、转型

升级。
丰源化工原是一家氮肥生产企业，

由于生产用水影响丹江口库区水质，企
业被关停拆除。

“转型发展才是唯一出路。经过
专家论证，我们立足水质保护实际，
结合我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优势，
调整产业结构，自筹资金，筹建减振
器项目。”淅川县丰源化工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运斌说。

如今，投资 3.58 亿元，年产 600 万
支汽车减震器项目正在淅川县香九厚
工业园如火如荼建设中……

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淅川县还在
九重、毛堂等 15 个乡镇推广使用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无公害有机农业和标准化农业；严控化
肥农药使用量，推广生态有机肥，并对
种植大户每亩给予 100 元的有机肥使
用补贴。一系列得力举措，使库区每年
减少 2000 多万吨传统氮肥施用量，从
根本上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在淅川，柑橘、茶叶、金银花、软籽
石榴、湖桑等，‘吃’的都是生态有机
肥。”淅川县县长赵鹏笑着介绍。

如今，65家企业竞相入驻淅川投资
生态有机农业，30 多万亩荒山披上绿
装，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达到 97万亩，有
机小麦、有机紫薯等 17 种农产品获得
国家有机认证。

“新建的标准化跑道让学生们彻底告
别了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土操场；各
种体育器材，漂亮的男女生公寓，还有标准
化学生餐厅……城市孩子有的我们一样也
不少。”12月 23日，中午放学时间，宛城区
汉冢中学八年级学生毕凯迪和同学们带着
饭盒高兴地奔向学校新建的大餐厅。

在此执教 35 年的续喜顺老师说，“汉
冢中学虽然是宛城区的乡镇学校，但办学
条件不比城区差，以前村民找亲戚托朋友
把孩子往城里送，现在他们又都把孩子接
回来了，俺教着也越来越有劲！”

汉冢中学的发展是宛城区扎实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走进宛城
区，学校环境优美，教育教学设施现代化，
宛城区的农村娃已经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
着同等的优质教育。

南阳市第十九中学在实行教育均衡之
后几乎脱胎换骨。该校校长孙剑波告诉记
者，自己 6年前刚到校时，学校仅有一栋 12
个教室的三层教学楼，桌椅都是破破烂烂
的，操场是煤渣的，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
堪。如今的校园建起了崭新的教学楼、综
合楼，标准化的塑胶运动跑道、五人制足球
场，容纳 500人的报告厅，设施齐备的心理
咨询室，老师也从“一支粉笔走天下”发展
到现在国内最先进的电子白板、先进的网
上阅卷系统……

据宛城区教体局工会主席李建志介
绍，宛城区结合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先后
把全区小学调整为 95 所，初中调整为 21
所，实现了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高效使
用。同时，投入资金 1.95亿元，加强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并利用农村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标准化建设工程、两基
提高工程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从而加快了宛城区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步伐。

宛城区区委书记刘中青说：“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事关百姓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
的基础工程。均衡城乡教育，不能只是城
区学校一味地向农村学校‘输血’，更重要
的是要帮助农村薄弱学校‘造血’，让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据了解，宛城区通过以城带乡，把城区
12所中小学分别同 8个乡镇学校结成帮扶
对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机整合，进
一步均衡城乡之间的教师队伍素质，促进
城乡教育水平的共同提高。同时，组建“学
校联合体”，打破传统的学校界限，放大优
质教育资源效应，有效缓解了“择校热”和

“超大班”的难题。
12 月 5 日，经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在

豫督导检查，南阳市宛城区达到国家规定
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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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治污 蓄下一湖清水

绿色转型 转出蓝天碧水 村美民富 映衬青山秀水

核心提示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聂艳霞

淅川县环保局环境监测人员在丹江淅川县环保局环境监测人员在丹江
口水库宋岗断面采样取水口水库宋岗断面采样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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