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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超杰 通讯员 苗野 吕雪丽）为进一
步加强全市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完善学校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日前，商丘市教体局组
建三个检查组对全市学校安全工作进行全覆盖检查，首
批共抽查9个县（区）45所学校及市直13所学校。

检查发现，大部分学校（幼儿园）安全工作制度完
善，安全教育培训充分，安全防范意识较强，安全基础
建设完善，心理教育初见成效，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整体
较好。但也有部分学校（幼儿园）存在安全意识不足，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校园整体安防体系不完善，
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演练不扎实，消防隐患整改不彻
底，食堂安全管理不规范，安全宣传氛围不浓厚等问
题。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9所学校，在3月23日召开的

“2019年全市学校安全管理第一批抽查情况通报会”上
予以通报批评，并责成相关县（区）教体局督促整改。

现将问题严重的9所学校予以公示，望广大人民群
众及学生家长进行监督。这9所学校分别为：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宋城小学、睢阳区新城办事处童
话幼儿园、商丘市尚博学校、民权县上海外国语学校、
睢县董店乡第一中学、宁陵县实验中学、商丘市特殊教
育学校、虞城县第二高级中学、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实验小学。

市教体局针对学校安全管理

开展全覆盖检查
首批9所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本报讯（陈海燕）为了进一步深化师德师风建设，激发
教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近日，商丘市前进小学开展了“学
习时代楷模 成就出彩人生”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比赛活动。

本次活动以演讲、诗朗诵、小品、快板、三句半等多种
形式进行。8组参赛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动人的事例、鲜活
的榜样、朴实的语言，赢得了台下教师的阵阵掌声，教师们
结合自身的教育感悟，阐释了对师德师风的见解和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抒发了身为人师的光荣与自豪，对所有的教师都
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洗礼。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全体教师无私奉
献、依法执教的意识。

市前进小学

举办师德师风教育比赛

本报讯（于泳 于亚琴） 3月 25日，商
丘市回民中学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电
影《李学生》中李学生的扮演者宋禹，他
和回中师生一起观看电影《李学生》，畅谈
拍摄花絮和内心感受。宋禹的高超演技折
服了大家，其真诚和善良也让广大师生纷
纷点赞。

电影《李学生》取材于“商丘好人”
李学生生前英勇救人的真实事迹和感人故
事，李学生平凡而闪光的生活经历和舍身
救人的感人事迹浓缩为大银幕上的 100分
钟，呈现了一个全面而又丰富立体的李学
生形象。

在电影播放过程中，整个会场一片肃
静，没有一个师生走出会场，那些感人肺

腑的场景引发了同学的热烈情感，很多同
学流下感动的泪水。播放结束后，宋禹走
上来和大家见面，大家热烈欢迎，掌声经
久不息。

宋禹告诉大家，这是他第一次带着电
影《李学生》走进中学校园，在来之前，
还担心同学们能否接受这样一部演绎农民
工题材的电影，没有想到同学们作为 00后
的年轻人是那么喜欢，真的非常感动。

宋禹非常坦诚地讲述自己拍摄《李学
生》 的感受。为了解农民工的内心世
界，宋禹用了 15 天时间深入农民工中间
去体验生活，曾在桥洞下蹲过一个中午
去感受那种孤独无望的感觉，曾和农民
工一起去争取得到干活的机会。拍摄也

很辛苦，为拍好一场戏他曾在雪地里蹲了
40分钟。在拍摄火中扛出煤气罐时内心感
受到面对危险时恐惧的心理，在拍摄火车
道上救人的场景时，看到火车这么一个庞
然大物向自己驶来，内心是胆怯的。面对
突如其来的灾难，李学生为什么能够冲上
去？通过拍摄才认识到李学生就是一个平
凡的好人，在他身上传递的是一种善良，
传递的是一种温暖，传递的是一种担当，
传递的是一种好人精神，传递的是一种满
满的正能量。

宋禹还谈到了自己的成长之路，谈到
和张一山等一些著名影星在一起拍电影的
感受，他告诉同学们，很多演员为拍出更
加真实的角色都是吃了好多苦，要想取得

成绩，就要努力，敢于吃苦。
交流结束后，很多同学走上前来，纷

纷请宋禹签名，宋禹都是尽量满足大家的
要求。在校园里，很多同学也围住宋禹请
求签名，宋禹一边很热情地给大家签名，
一边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宣传商丘好人，
争做商丘好人。

1113班学生马桐舒、蔡文爽等同学纷
纷表示，电影《李学生》非常感人，学习
李学生，就是要学习李学生的好人精神，
争做商丘好人。

1109班的陈舒曼同学说，宋禹热情大
方，话语真诚，丝毫没有一些明星的傲娇
之气，感谢宋禹老师不辞辛苦给我们分享
英雄的故事。

电影《李学生》主演宋禹走进市回中

畅谈拍摄花絮 盛赞“商丘好人”

④近日，商丘市三高的4位老师参加了市直
机关党员志愿服务“红色代办”活动。在群众办
理业务的过程中，他们耐心解答，积极协助，得
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孙秀霞 杨钦世 摄

本报讯（徐寒） 3月25日，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驻
村工作组来到扶贫联系点夏邑县桑堌乡，分别深入到牛
集、戚庄等 8个行政村，就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全力做好信访维稳、深入开展大抓基层大抓支部活动以
及春季农村田间管理和灾害处置等方面工作开展“三·
五”基层工作日活动。

在牛集村村室，市一高党委书记、校长陈云昌组织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召开了座谈会，了解贫困人口
识别准确率、退出准确率情况，减贫成效情况；在走访
中发现矛盾纠纷及隐患，建立台账，进行梳理和分析，
并分门别类进行及时化解，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针对当前农村田间管理出现的突出问题，工作组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结合当地实际面对面指导农民
进行春季麦田管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并协助村委班子做好机井、水泵等抗旱设备的维修
养护，制订防汛抗旱预案，确保春季麦田灌溉用水得到
保障，为今夏粮食增产丰收夯实基础。

据统计，活动当日，市一高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深入
到夏邑县桑堌乡联系村，共走访群众 30户，学习《王
国生、喻红秋同志在全省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 8场，组织农技人员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7场。

市一高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所谓“分层教学”，就是圣人孔子提出
的“因材施教”。在当今教育形势下，大部
分学校以学习成绩为依据将不同基础的学
生进行分班，作为一名一线教师笔者浅谈
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分层教学的形成与发展
回顾教育发展史，从统一学制到班级

授课制基本成型，教育逐渐发展成为“科
学教育学”。班级授课制提高了教学效率；
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随着人本主
义思潮的涌起，人们对现有教学方式的改
革要求不断强烈，班级授课制统一进度与
个体差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分层教学
成一个教学发展的应然诉求。

在国内，“因材施教”一直是我国优良
的教育传承。1991年上海教科所针对学生

之间的差异性，开始进行区域性的“分层
递进教学”教改实验。各个学校纷纷对分
层教学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丰富
了分层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国家
2010－2020 年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
学校要“关注每个学生”，注重因材施教，
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我国分层教学研究
逐渐走向多样化。

二、利用分层教学解决学生的个体差
异

1.客观地把握学生的层次。
层次划分要求教师深入了解研究学

生，可以通过学生自愿和教师测验相结合
的办法进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将班级
中的学生分为三个层次 ，分别是A、B、C
三层。 A 为成绩略差者，B 为成绩一般
者，C 为成绩较好者。笔者实施分层教学
时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实践，备课的精心准
备，问题的巧妙设置，以及知识的测评策
略。比如，一节课40分钟，用25分钟时间

针对 A、B 层次的学生进行讲解，剩余 15
分钟进行分组讨论教学。这样这 15 分钟
A、B层次的学生可以对课堂知识进行巩固
掌握，而C层次的学生可以来提升自己的
综合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巩固了学习
成绩略差点学生的基础知识，也让成绩好
的学生有了提升的余地。其次，对C层次
的学生有意识地设置较深难度的题目，对
A层次和B层次的依次降低，通过这种方式
不但让较好的学生有了进一步提高，也有
效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

2.巧妙将练习作业进行分层。
笔者将作业分为四个等级，即 A、B、

C、D四层。A层为基础公式概念，要求所
有学生要对课本中的概念、公式、公理、
定理等知识点及这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络以
思维导图的形式画出来，从而打开学生的
思维。B层为基础水平练习，即将A层中的
概念、公式、公理、定理等直接进行应
用，从而加深学生对以上知识点的掌握，

特别是基础薄弱的 A 类学生；C 层练习为
巩固提高题型，属于中等难度的小综合题
型，适合中等学生去做；D 层练习属于高
考中难度最大的题型，即知识点的大综
合，考查学生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整体把
握。这部分题型适合程度最好的学生，以
提高他们综合解题能力，达到高考要求。

3.重视测评反馈分层。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准确地把握

学情，学生如何知道自己学习所达到的层
次，是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所以，在
进行测评时，题目的难度要做到适中。一
般是基本题、提高题和深化题的比例为6:3:
1。这样就对各层次的学生都进行了相应的
评价，有利于老师对学生能力的把握，也
有利于学生对自身水平的了解。

总之，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从学生
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实
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培养的目
的。

浅谈分层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商丘市二高 卢晓涵

③近日，商丘市凯旋路第二小学开展文明
路队评比活动，从队列队形、路队诵读、礼貌
告别等多方面进行文明路队评比，使学生们的
纪律意识、安全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张中华 摄

本报讯（陈凤涛）日前，夏邑县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进一步统一思想，向党中央看齐。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一定要增强看齐意识，向党中央看
齐，向党组织看齐，向党支部看齐，把党中央的决定决策贯
彻到实际工作和学习生活中，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立德树
人”的根本教育目标，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先锋
队作用，引导广大师生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实现学校的又
好又快发展不懈努力。

夏邑实小

增强党员看齐意识

本报讯（陈玉领 陈清华）为了展示师生精神风貌和综
合素质，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培养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
生活态度，增强合作与竞争意识，近日，民权高中举行了趣
味运动会。

运动会上，各班秩序井然、班旗飘扬，参赛方阵昂首阔
步、气宇不凡。大赛的环节是五十米迎面接力。每班男女队
员各十名，按照抽签顺序，确定对手班级和跑道顺序。同学
们飒爽的英姿、嘹亮的口号、矫健的步伐、昂扬的士气，赢
得了老师、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掌声不断、叫好连连。

此次运动会，展示了该校全体师生积极向上、团结合作
的精神风貌。学生们纷纷表示，他们进一步感受到了团结的
力量，为今后成长增加动力。

民权高中

举行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赵静）为加强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的有效防
控，切实提高教师和幼儿对疾病防控的意识，近日，商丘市
第三幼儿园召开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进行专项部署。

会上，幼儿园负责人结合本园春季传染病预防工作的实
际情况，就幼儿园春季传染病的预防做了安排，研究制订可
行的春季传染病预防工作方案。一是切实加强午检、幼儿午
睡巡视等工作力度，同时要积极与家长联系，对于特殊幼儿
加强关注;二是认真做好班级卫生保健工作，认真详细填写
记录，做好幼儿因病缺勤、病因追查登记工作，保质保量地
完成班级各项消毒卫生工作，注意班级通风；三是对幼儿加
强卫生教育工作，引导孩子养成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
勤剪指甲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四是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早诊断、早治疗、早报告”。

市三幼

加强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

①3月25日是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宁陵
县第二实验小学师生上了一堂别致的消防安全
课，参观了各种消防装备和消防救生器材，孩子
们还试穿了消防服。 闫占廷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通讯员 张立民） 早春三
月，百花开放。为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知我家乡、
爱我家乡、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热情，3月 24日上
午，夏邑高中举办主题为“大美夏邑”观光活动。

当天早上，老师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集聚在操场，
举行隆重的观光活动启动仪式。夏邑高中校长李伟在致
辞中说，值此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组织广大师生共游
夏邑，让大家切实感受家乡美，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增
进对家乡的了解，共享夏邑发展成果。

为确保师生能够平安出行、开心游玩、健康归来，
学校从活动策划、路线安排、过程组织、实践总结等方
面，制订了详细的安全预案。来自夏邑高中的500余名
老师和学生代表乘坐中巴统一出发，先后来到夏邑的城
湖、长寿阁、两河口岸、百竹园、杏花村、桃花岛等风
景区。新竹吐翠、杏花粉红、桃花含苞、曲径通幽、流
水潺潺、美不胜收，老师和同学们置身于大自然，或闻
花香，或听鸟鸣，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观赏着
家乡美景，兴奋不已。活动现场一派欢声笑语，处处洋
溢着欢乐和赞叹，令人不禁为家乡的美好风光和巨大变
化而自豪。

夏邑高中

举办“大美夏邑”观光活动

②3月25日，虞城高中第三届“校长杯”校
园足球联赛落幕，本届足球联赛共举行 38 场，
227班勇夺冠军。图为颁奖仪式。 程进京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日前，夏邑县直二小在全校开
展了“知感恩懂礼孝”主题活动，把“孝”带进课堂，让

“孝道文化”走进校园，让学生树立孝敬父母、尊长敬老的
观念。

活动倡导孩子从记住长辈的生日入手，了解长辈们最爱
吃的食物，记住长辈们最大的心愿，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

“知亲情, 懂感恩”。回家后，每个孩子都为爸爸妈妈做一件
力所能及的事情，有的为妈妈洗脚，有的刷碗、拖地、擦桌
子，有的为卧病在床的奶奶按摩，有的为爸爸端上一杯热茶
……他们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尽自己所能表达内心的感恩之
情。

夏邑县直二小

让“孝道文化”走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