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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近日，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客户，

解决客户看病就诊费用问题，佛山

平安人寿洞悉客户需求，推出理赔

创新服务举措——智能预赔。该服

务打破了传统理赔需要客户出院后

申请赔付的模式，将赔付环节前置

到住院治疗中，符合条件的客户在

治疗过程中即可获得部分理赔金，

缓解就医经济压力，让客户更加安

心、踏实地治疗。

作为平安人寿的一项创新服务

举措，智能预赔在佛山平安人寿上线

后，获得了客户一致好评。截至9月

10日，智能预赔服务上线仅三周的

时间，佛山平安人寿已累计为25名

客户提供了智能预赔服务，预赔金额

4.07万元。

依托平安科技平台和大数据模

型，智能预赔服务可以实现流程线上

化、智能化，客户只需通过手机在线操

作，即可实现智能预赔，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局限。

随着智能预赔服务的推出，平

安人寿构建以闪赔和预赔为核心

的立体化理赔服务体系，提供从客

户出险到赔付的全流程专业服务，

更加精准高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保险保障需求，实现普通医疗就诊

可智能“预赔”，重疾确诊可“先

赔”，联网医院可“快赔”，自助

APP申请可“闪赔”。

未来，佛山平安人寿将一如既往

地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依托科技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

贴心的服务体验。

（柯晓敏 揭铭艳）

佛山平安人寿：
“智能预赔”服务上线，客户看病就诊更安心

推广

曾肖红：

用爱滋润学生心田
让孩子健康发展和成长

“教育孩子是一项需要耐

心和细心的慢工作，需要巧妙

引导。”作为一名工作了二十多

年的教育工作者，九江镇中心

小学教师曾肖红有着丰富的教

育教学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

领班教学风格。同时，她以“海

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去接纳每

一位学生，以一颗慈母般的爱

心，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田。

一把指甲钳拉近师生感情
严爱相济，教书育人。如

何正确地引导学生？曾肖红老

师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自从教过一年级之后，曾

肖红就习惯性地在自己的手提

包里放一把指甲钳。下课的时

候，她会经常拿出指甲钳，仔细

地为孩子修剪指甲，叮嘱孩子

要讲究卫生。小小的举动不断

拉近师生感情。

有一次课间，有两个同学在

教室里打架。曾肖红了解事情

缘由后，领着这两个孩子回到办

公室。“把手伸出来。”她厉声说

道。正当两人以为老师要训斥

他们的时候，曾肖红从包里拿出

指甲钳，拉过他们的手，一边告

诉他们指甲里有很多细菌，一边

细心地把他们那长长的指甲修

剪整齐。孩子俩惭愧地低下头，

眼里含着泪花。“我问他们这次

打斗有赢家吗？他俩不约而同

地摇摇头。我再问‘你俩可以手

牵着手回教室吗？’他们又不约

而同地点点头。”曾肖红不偏不

倚也不训斥，就这样通过一把小

小的工具巧妙地化解了两个孩

子的矛盾。

教育是一门爱的艺术。“我

想学生不会记住我对他们批评

的话语，但一定会记住我为他们

剪指甲的那一刻温馨。”曾肖红总

结道，教育不仅是一种教化，更是

一种感悟。在教育的过程中，应

多一些富有灵性的方式和方法。

创造宽松和谐环境
在班级管理中，曾肖红要

求孩子们要懂规矩，却从不压

抑学生的个性，她会尽力给学

生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宽松的环

境，让他们在班级里健康成长、

张扬个性。二十多年来，她不

断勇于接受新的尝试与挑战，

一至六年级的班主任工作和语

文教学工作都曾担任过。她善

于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和

心理特点，因材施教，促进每个

学生健康发展和成长。

“班主任工作是一项繁琐而

又复杂的工作，作为班主任就要

有一颗爱心，有一双会发现美

的慧眼，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

每一位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

学生才会自信而富有灵性，这

样的班集体也才会上进而充满

活力。”曾肖红说，未来的教育

教学道路上还将不断迎接新的

挑战，只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去包容、理解、爱护学生，学生

必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手握粉笔，站于三尺讲台，书

写浩瀚知识……这是丹灶镇中心

小学冯赛弟老师的日常。今年冯

老师迎来了教师生涯的第29个
年头，收获了2019-2020学年

南海区十佳教师的荣誉。荣誉背

后的她，用数十年的奉献培养出

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

以游戏活跃课堂气氛
人人都说教师是辛勤的园

丁，用汗水浇灌学生，使其茁壮成

长，冯赛弟用她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这一角色。迎着早晨的第一缕

阳光，她总是早早来到办公室，数

十年如一日，早已习惯了这样的

工作状态。站在讲台上，手执粉

笔，一指一挥间，她用精炼易懂的

语言，带领学生遨游在数学的海

洋里，看着台下目不转睛的学生，

她的心里也充满了自豪。

数学课内容容易枯燥乏味，

如果多点生动就能激发学生兴

趣。如何才能培养孩子对数学的

兴趣，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

教学中，冯赛弟尤其注重授业技

巧。“首先，要提高老师自己的教

学水平，在认真研究教材的同时，

突出重点、化难为易地把知识传

授给学生。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手

段，做到松紧适度，避免学生对学

科产生抗拒心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数学

课堂上，冯赛弟也有着自己的教

学妙招。她通过设置游戏，激活

课堂气氛，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培养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

趣。“一方面，在课堂上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与教材讲授一些生

动有趣的数学历史小故事，由浅

入深层层递进，让学生更容易接

受这门学科；另一方面，让学生

在游戏中解决数学问题，例如通

过抢凳子游戏来解决‘抽屉原

理’类型题，开发学生的数学思

维。”

不断提升自我素养
教学不能一蹴而就。冯赛弟

在教学中认真钻研新课标、深入

备课、因材施教、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所教班级数学成绩常居年

级前列。“有毕业的学生告诉我，

升读初中后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

前茅，这全靠小学时打下的扎实

基础。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方式

能让学生在轻松愉悦中完成既定

的学习目标，让更多学生爱上数

学。”

执着的热爱，忘我的付出，让

冯赛弟在三尺讲台结出硕果。她

所撰写的《巧用数学编码，培养学

生的数感》《精心预设空白，造就

精彩课堂》《拓展思维，教学相长》

等教学论文在区内比赛均获一等

奖，辅导学生参加竞赛取得了优

异成绩。为了不断适应新形势下

的教育发展需要，她始终不忘自

我“充电”，克服职业倦怠。“无论

是从师德师风，还是教学能力，我

们都要通过不断学习、反思，从而

提升自己、补充自己。”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冯赛弟：

激活课堂气氛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人物档案

姓名：冯赛弟

学校：丹灶镇中心小学

从教感言：多一份赏识，就

多一份成功希望。

主要荣誉：现任丹灶镇中心

小学教导主任、丹灶镇小学数学

中心教研组组长，南海区小学数

学中心教研组成员，是南海区小

学数学骨干教师，小学数学高级

教师（副高）。撰写的论文与教

学设计多次获奖。

●人物档案

姓名：曾肖红

学校：九江镇中心小学

从教感言：用心灵教学，用情爱

工作；爱之深，责之严；严中有爱，严

爱相济，努力让每位学生身心健康，

快乐成长。

主要荣誉：获“南海区优秀

青年教师”“南海区先进教育工

作者”“区、镇优秀班主任”“区、

镇心理健康教育先进个人”“区、

镇骨干班主任”“九江镇十佳班

主任”“南海区十佳班主任”等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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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赛弟在辅导学生。 ■曾肖红（中）和学生们。

文化

2020年桂城剧院丽影首秀

——科学魔术儿童剧《爱丽丝梦

游仙境》于上周强势回归，门票不

到一天全部售罄。剧院丽影的火

爆，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文化回归

的强烈诉求。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桂城用温暖人心的文

化惠民工程，遍地开花的精神文明

创建，有诗亦有远方的文旅融合发

展，为全面小康筑牢文化根基。

未来，桂城还将以建设高质

量文化导向型名城为抓手，打造

两大文化产业集聚区。

将打造两大
文化产业集聚区

《佛山市建设高质量文化导

向型名城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提出，将重点打造九大

文化产业集聚区。

九大文化产业集聚区，桂城

占了两员，包括以平州玉器街为

中心的玉器产业集聚区，以南海

电竞产业园为中心的粤港澳大湾

区电竞文创产业集聚区。其目标

是将桂城建设成为岭南文化魅力

充分展现、文旅融合成效凸显、传

统与时尚交相辉映、文化治理效

能突出的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

文化导向型名城。

围绕佛山高质量文化发展的

痛点难点，行动计划提出实施古

村古镇活化行动、古风古韵营造

行动，建设博物馆之城，推动文化

时尚现代化、文体产业规模化、竞

技赛事专业化、文化交流常态化

大发展等举措。桂城着眼于满足

人们精神文化新需求，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增强市民的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近年来，桂城每年为

市民呈现100多场文化演出展演

活动，在繁荣文艺创作生产、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化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取

得了新的进展。

桂城的文化发展也吸引了社

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在刚过去的

周末，2020年广东省“平洲玉匠

杯”玉石雕刻职业技能竞赛在平

洲玉器珠宝小镇举行。各级珠宝

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民营企业工

联会、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工会联

合会的亮相，让大赛更具专业性

和观赏性，同时提升了本地珠宝

玉石文化的美誉度与品牌效应。

为市民提供
高质量文化服务

逛岭南水乡，听粤剧韵律；三

五结群，跳舞健身；书声琅琅、书

香扑鼻……在佛山市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南海区

创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的背景下，桂城不断提高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

每周五晚上，桂城文化站在

千灯湖市民广场举办品质南海·

文化周末文艺演出；培养社区文

艺骨干，鼓励社区内艺术团体积

极参与文化演出，每年向各城乡

社区免费提供舞蹈等方面的教学

培训；自2015年起在大型小区、

学校、商业综合体等人流量较大

的区域布局读书驿站，至今已建

成54个读书驿站。

在大力推进“文化惠民”的过

程中，桂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弥补区域、城乡以及

不同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切

实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在此

基础上，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桂城

早已向“高质量文化”探索创新。

今年年初，桂城街道在千灯

湖公园举办为期3个月的南海首

届公共艺术展，展示由28名国内

外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青年

艺术家创作的27件作品，探索艺

术与南海桂城历史人文、产业发

展、城市建设的互动赋能。

未来，桂城的高质量文化发

展将更有底气和更具实力。其

中，千灯湖畔将建成南海文化中

心，映月湖畔将建成映月文化中

心，满足市民对公共文化设施和

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可以预

见，它们将成为桂城的文化地标，

绽放更灿烂的文化之花。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曾蓉

通讯员 杜建新周月明

传统时尚相辉映 绽放文化新魅力
桂城将以建设高质量文化导向型名城为抓手，打造两大文化产业集聚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019年，桂城举行“游历乡村看振兴”叠滘水乡徒步活动。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