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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终身名师”
栏目记者 苏立萌

引导教学 别具一格

睿智、儒雅、平易近人，初见刘正峰，
一身文人气质很难将他与数学老师联系
在一起。而当他侃侃而谈数学文化、教
学经验之时，却让人为他的教学实力惊
叹不已。

“在大多数人看来，数学是枯燥的，
其实，只要老师引导到位，就能激发学生
兴趣，让数学变得好玩有趣。”刘正峰认

为，“比如用数学文化引领学生享受数学
的乐趣。”

“王国维用古诗词来形容做学问的
三个境界，在我看来数学也是如此。‘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面
对难题不知从何下手，这是学数学的第一
境界，‘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解题，使尽
浑身解数，是第二境界。‘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境也。解题
就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突然间就得到解
法。我们应该将这样的数学文化氛围传
递给学生，让他们从中感受学数学的乐
趣。”多年的数学教学经验，让刘正峰对数
学文化有了独特的见解。

玩转数学 激发兴趣

“激发学生兴趣的手段、方法还有很
多，比如一题多解，老师可以站在幕后，启
发学生去讲，让学生思路开阔，思维越来
越灵活。反过来，学生也能让老师获得更

多新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
七年级学生刚入学，老师就开始讲新

课了，但刘正峰却带着学生一起“玩”。开
学第一课，他拿出一副扑克牌，洗牌、切
牌，让学生随便选一张，他就能轻松地猜
出花色、数字。面对这样的小魔术，学生
都说好神奇。“其实，原理很简单，都是学
生将要学习的数学原理，如循环对称、等
差数列等。”这就是刘正峰激发学生兴趣
的另一手段——魔术与游戏。

“有时还教学生玩魔方，讲数学原理，
并进行班内魔方大赛，学生都很喜欢。”看
似简单的小游戏、小魔方，却占用了刘正
峰很多的休息时间，“为了不出错，自己在
家练习过很多次，有时候还自己改编、创
新一些魔术，激发学生兴趣。”

硕果累累 精彩瑰丽

“我最欣赏的两个字就是舍得，有舍
才有得，你不付出就没有得到。”为教好

数学，刘正峰的假期几乎都在研究教学
方法。“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要学习更

多的经验去超越。”刘正峰在参加各种培

训的同时，还经常上网关注数学论坛，学

习数学专著、数学教材，并将国外先进教

育理念融入自己的教学经验，让数学课

堂丰富起来。

“光埋头做数学只体现了思维的享

受，如果把数学做成好玩的动画，学生就

会更喜欢数学。我常用的玩数学方法就

是几何画板，通过计算机将数学变成动

画、动态的东西，学生可以用数学原理、

构造原理，开发一些数学上好玩的东西，

活跃学生的数学构思。”

在 20 多年的教学生涯里，刘正峰收

获硕果累累。但对他来说，荣誉并不重

要，教书育人才是师者最大的责任，他将

继续研究更多好玩有趣的数学教学方

法，让学生爱上数学课堂。如今，在刘正

峰好玩有趣的数学课上，更多的学生领

略到了数学的魅力。

10月24日晚，由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主办，
郑州黄河交响乐团协
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周年交响合唱音
乐会”在河南省艺术中
心音乐厅举行。

学生们一首又一
首深情隽永的经典歌
曲，勾起了现场观众身
为黄河儿女对往昔峥
嵘岁月的感怀。

赵媛媛 摄

红星闪闪放光彩
我市多所学校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本报记者 李 杨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
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一段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
起，让人热血沸腾而又无限感怀。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同时教育
和引导学生牢记历史，树立理想，报效祖国，我市多所学
校近期开展了以“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

回溯艰难岁月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血战湘江，从遵义会议到四
渡赤水，从翻越六盘山到陕甘宁大会师，红军将士历经曲
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时隔 80
年岁月硝烟，这场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
史诗，依旧动人心魄……”日前，金水区纬四路小学举办了

“信仰照亮生命——纪念长征胜利 80周年”活动。活动中，
大家重温了那段艰难、残酷却也热血沸腾的岁月。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师生精心准备的节目，
使全体教师的心激荡不已。老师纷纷表示长征精神将永
远在他们心中，并一定会在工作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接受革命洗礼

10 月 18 日，“河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在省人民会堂召开，金水区优胜路小学、二七区幸福路小
学南校区（佛岗小学）等学校分别组织全体党员教师齐聚
学校共同观看学习。观看过程中，党员教师们仿佛置身
于长征途中，深切感受到革命胜利的成果来之不易。他
们纷纷表示，本次观看使自己精神得到了升华，也更深入
地了解了中国革命成功的艰辛历程，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为了增加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了解，继
承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10 月 21 日，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
歌小学开展了以“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为主题的少先队
队会活动。队会上，学生通过观看有关长征的纪录片，了
解长征的起点、终点等相关知识，感受长征精神的伟大、
红军的伟大、祖国的伟大，感受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从而树立了“好好学习，奋发向上”的坚强决心。

传承长征精神

为缅怀革命先辈，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郑州中学第
三附属小学在 10 月 20 日举办了“唱响红歌，铭记历史”歌
唱比赛。活动中，学生们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传唱了

《歌唱祖国》《走进新时代》《红星闪闪》等一系列爱国歌
曲，用饱满的热情、嘹亮的歌声抒发了热爱党、热爱祖国
的情怀，赞美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伟大精神。

二七区解放路小学也于近期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以
“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一
年级学生展出了自己亲手画的红军红色文化主题的图
画；二年级学生挂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内容的
书法作品；三年级学生则展出了以“铭记革命历史，传承
红色精神”为主题的手抄报；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分别为大
家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该
校师生回顾了革命历史，学习了革命精神，同时也展现了
师生热爱祖国，锐意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兴趣习惯是关键

阅读，就像是为孩子打开认识和理解这个
世界的一扇窗户，而亲子阅读则是让父母用行
为潜移默化影响孩子，让他们爱上阅读的一种
最佳形式。为此，我市不少学校在重视学生阅
读的基础上都提倡亲子阅读。

“亲子阅读对孩子一生的成长都非常重要，
学校也会给学生布置一些关于亲子阅读的任
务。但希望家长可以轻松对待，不要当成一项
强制的任务或是负担。”中原区华山路小学语文
老师郭春菊表示，阅读重在参与，不要强迫孩
子，也不必规定每天的阅读量。每天晚饭后、睡
觉前，和孩子共同选好一本书，就可以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开始了。“在小学阶段，阅读的主要
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而不是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多少字，读多
少本书。如果孩子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读书，不
仅达不到阅读的效果，也很容易让孩子产生抵
触情绪，这就得不偿失了。”

郭春菊还提醒各位家长，不是每个孩子都
天生爱读书，如果他们更爱玩也是正常的。这
个时候，家长的陪伴和引导就更加重要了。父

母是孩子的榜样，更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的行为自然会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家
长能够重拾阅读的兴趣，孩子也会慢慢爱上阅
读的。

分层进阶有技巧

“我也很希望陪孩子一起阅读，但不知道该
从哪里入手，也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书和孩子共
读。”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张女士说出了不少家
长心中的困惑。

“阅读的方式和书的选择可以结合孩子年
龄特点来定，低年级主要以儿歌、绘本阅读为
主，亲子阅读方式以听读为主，也就是家长读孩
子听，以此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中年级主要以
中长篇小说为主，阅读方式以亲子共读为主，家
长注重方法指导和阅读量的积累，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高年级以经典文学为主，亲子阅读方
式从思考力训练引向习作，注重深度阅读，培养
明辨性思维。”惠济区东风路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任丽霞强调，亲子阅读的时间最好相对固定，一
般建议在晚上睡觉之前，因为孩子在睡觉的浅
睡眠时期最容易进行记忆。为了激励孩子阅

读，家长还可以设置简单的表格，记录孩子阅读
的时间、书目、字数等，或者每天拍照片留念，制
作电子成长手册，坚持一段时间后满足孩子一
个愿望等，以此激励鞭策学生和家长能够一直
坚持下去。

采访中，不少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表示，亲
子阅读有很多种形式，也有很多技巧。二七区
幸福路小学老师蔡蕾告诉记者，读书的陪伴过
程是循序渐进的，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由家长来读，并针对书本提
出一些小问题；随着孩子识字量的上升，可以接
龙读，家长读一段，孩子读一段，孩子遇到不认
识的字了，可以帮他读过去，不必打断孩子阅读
的兴趣；一般到了三年级左右，孩子就可以自己
读了。每个阶段的进阶标志是孩子完全享受并
依赖读书，这时就可以进入更高一级的阅读了。

书香浸润好时光

“陪读的场景，我们想起来就会感觉很温
馨。夜晚的暖光下，和孩子相拥坐在一起，既享
受了读书，又和孩子续上暖暖的亲情，这种安
全、快乐的感觉怎能不让孩子留恋呢？”蔡蕾认

为，小学阶段的亲子阅读本身不只是阅读，更重
要的是建立一种融洽的亲子关系。“现在生活的
快节奏，让家长和孩子之间交流的机会与时间

相对减少了，如果父母能在晚上花一些时间陪

伴孩子阅读，孩子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幸福感。

虽然这会占用一点时间，但家长一定要持之以

恒，不要想着陪伴他读三个月甚至半年已经很

了不起了。其实对于家长来说，这应该也是一

种很有意义的享受。”

在蔡蕾心中，读书是一种享受，而亲子阅读

更是一种美丽的休闲。作为母亲的她，也时常

会带孩子走进书屋，点上一份精致的蛋糕和香

浓的咖啡，静静享受着书香浸润的好时光。

“亲子阅读的目的不是识字，不是教给孩子

道理，而是让孩子能够爱上阅读，享受阅读。让

孩子喜欢读书可以说是父母给孩子的最好礼

物。”蔡蕾还提醒各位家长，书本摆放的位置也很

重要。床头、沙发旁、学习桌甚至洗手间都可以

摆放不同风格的书，床头旁的书可以是孩子近期

喜欢读的，学习桌旁可以摆放利于提升孩子学习

的散文或古诗词，洗手间可以放一些内容轻松幽

默的书。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渐渐熟悉了自主阅
读的感觉，就不会排斥读书了。

阅读时光阅读时光 亲子共享亲子共享
本报记者 李 杨

名师名片：
刘正峰，省级骨干教师，省教育厅优秀教师，市级优秀班主任，曾获得全国优质课比赛一

等奖，省劳动技能大赛特等奖，并连续三届获评郑州市名师，郑州市终身名师，现任郑州市第
八中学高级教师。

数学课堂玩出新花样

你的孩子爱读书吗？你每

天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陪伴孩

子阅读？近年来，亲子阅读成

为越来越多的学校所倡导的一

种阅读方式，就是父母与孩子

一起阅读，通过书和阅读建立

联系，增进沟通，共同汲取知

识，共同进步，共同收获读书带

来的快乐与共鸣。

“亲子阅读就是给孩子读

故事吗？”“阅读是不是需要很

长时间，我太忙实在抽不出时

间怎么办？”……带着家长们的

疑问，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学

校在阅读方面颇有经验的老

师。

当老师感受如何？
曾有人这么问刘正峰，他

只回答了两个字：“幸福。”从
1995年站上讲台上至今，他教
过的学生数不胜数，“看着曾经
的学生变得更加优秀，看着他
们逐步实现理想，看着他们成

为有用之才，作为老
师，怎能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