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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学生的创新之火

9 所英美名校
到南海现场招生

九江镇初级中学教师刘志伟致力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成功入选第三批
国家
“万人计划”
“我不是最聪明的，却是最幸运的。有今天的成绩，既
是我个人奋斗不止，也是因为我赶上了好的时代，站在了时
代‘风口’
。
”近日，九江镇初级中学生物、科技教育教师刘志
伟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作为佛山首位跻身该计划的教师，他有着一长串的
头衔：
“中学特级教师”、
“中学正高级教师”、
“教育部国培
专家”、
“广东省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等；还有着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他个人近十年每年至少获得一个省级以
上的奖励或荣誉，他的学生近十年科技作品获国家专利的有 69 项，获国家一等奖或金奖超
过 100 人次等。
如今，他早已过不惑之年，却说自己正当年，浑身充满干劲，坚持着“在这个‘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
的时代，希望尽我所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者！
”

从中专生到研究生的
“逆袭者”
1981 年，
年轻的刘志伟刚
迈出中专学校的大门，就被分
配到家乡铙平县的一所小学
教一年级。
沐浴着改革春风的刘志
伟，白天好好教书，晚上则通
过函授学习生物。
“ 父亲的朋
友 告 诉 我 ，国 家 正 缺 生 物 人
才，我就选了这个方向。”
刘志
伟说。
“人要想站得高，走得远，
就是要不断学习。
”
刘志伟凭借
这样一股不服输的进取心，三
年函授后顺利拿下了专科的
文凭。而他当时带的班级，第
一学期全镇统考时还排名在
36 个班的倒数第六，
在他的精
心教导下，第二学期就跃升至
全镇第五，创造了该镇有史以

来的最大进步奖记录。接下
来则每年都排名全镇第一，还
创造了任教 53 位学生语文、
数
学包班均全镇第一，而数学平
均分为 99.2 分的破历史记录
成绩。
在 工 作 多 年 后 的 2007
年，
他强烈感觉到知识需要
“更
新换代”，要紧跟最前沿的信
息，就又以“高龄”考取华南师
范大学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学
习。还先后参加广东省骨干
教师培训、
广东省基础教育
“百
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名教师培
训和教育家培训，
并于2017年
5 月取得了广东省首批教育家
考核优秀。
正如他所言，
“要活到老，
学到老。
”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曾飘飘

■刘志伟坚持
不断学习。

挖掘学生潜能的
“有心人”
1995 年，刘志伟听了一场关
个人每年至少获得一个省级以上
于科技教育的讲座。这场讲座点
的奖励或荣誉；
他学生的科技作品
燃了他的激情，
作为一名关心国家
获国家专利的有 69 项，获国家一
大事、
一期不落观看中央新闻联播
等奖或金奖超过 100 人次等，
培养
的教师，
他敏锐地把握到科技教育
了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
的
“光明未来”
，
并果断投身这一新
当年班上的“调皮鬼”曾宪健
领域。
就是其中之一。他平时成绩不突
一向热爱学习的他，
把那股不
出，表现又不好，可经刘志伟细心
服输的劲再次发挥出来，
把全部所
观察，发现这位学生对科技创新
学用心传授学生，做个“有心人”， “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布置做酒
点燃学生的创新之火，
与学生一起
的作业，
曾宪健亲手做的酒味道最
走上科技创新之路。近十年间，
他
好，
“当时觉得这孩子是个有心人，

又有方法，是个好苗子。”此后，刘
志伟对他精心培养，
很快便指导他
拿下全国青少年创意大赛的银奖、
金奖，
后来他还因科技创新表现突
出留学澳大利亚。
“学生感兴趣的点千奇百怪，
你要不断学习，
才能更好地指导他
们。”刘志伟投身科技教育二十多
年，但他仍乐此不疲地学习、指导
学生，
“教学生的时候很快乐，
这是
一件有价值的事，
值得我为之奋斗
不息。
”

科技教育的
“传播者”
时间回到现在，
刘志伟有了一
个小目标，
那就是在全国的每个省市
做一场以上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
当前，在“大众创新，万众创
业”的新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
“炙手可热”
“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有这个责任去发挥自己的
力量，带动学生，也带动老师，多
培养创新的人才，多做一些自己

的贡献。
”
刘志伟说。
数据显示，近五年，他在省级
以上单位开讲座超过 50 次，还登
上中央电视台、世界创意节上示
范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案例超过 50 篇，出版个人专著 1
部等。此外，作为广东省中小学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他还带领培
养创新团队，让工作室成员成为

优秀科技辅导员，目前已培养出
多位世界冠军教练和全国优秀科
技辅导员。
回顾他的经历，刘志伟认为
自己目前取得的成绩除了个人努
力奋斗外，更多是赶上了好的时
代，站在了时代的风口，
“把自己
的工作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就会顺风顺水，
事半功倍。
”

2018 年佛山市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活动在南海开展

中科院专家到中小学上科学课

珠江时报讯（记者/许徐以 实
习生/方素娟 通讯员/徐贵永）由
佛山市科协、南海区科协举办的
“2018 年佛山市大手拉小手——
科普报告希望行活动(南海段)”
顺
利开展，3 月 12 日至 13 日，白武
明、
金能强等8位来自中科院的老
科学家科普讲师团的专家陆续走
进南海 32 所中小学，为学生上
“科学课”
。
昨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白武明为桂园小学高年级
学生带来了《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地震、火山和地球》科学讲
座。可以模拟岩石多种形态的高
分子材料，在白武明手中一时变
成橡皮泥，
一时变成口香糖，
而且
还能变成弹力十足的弹力球或者
如玻璃般碎掉，生动的演示调动
起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现场引
发热烈讨论和积极提问。
“我以后也想成为一名伟大
的科学家。”桂园小学 6 年级学生
黄睿在听完讲座后说，讲座让他
学到了很多关于地球、极光、火山
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桂园小学党
支部副书记邓杰表示，希望未来
可以有更多的科学家来学校开讲

座，可以让更多学生亲身参与进
来。
“这里的科学氛围非常好，
基
础教育也做得非常好。
”
白武明表
示，他已经是多次来佛山为学生
们上“科学课”，科普讲师团在广
东省的科普工作开展了很多年，
最初就是从佛山开启的，现在已
经延伸到广东多个城市。
在白武明为桂园小学上“科
学课”
的同时，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
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金
能强也在九江中学以《电磁武器
——或将主导 21 世纪的战争》为
主题授课。
3 月 12 日至 13 日，8 位来自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讲师团的专
家陆续走进南海 32 所中小学，为
学生带来涉及物理、电力、航天、
气象、环境、医学、动物学等多个
方面的科学讲座。佛山市科学技
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卢钻
表示，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中科院
专家，
感受科学的魅力，
学习丰富
的科学知识，目的是让学生进一
步开阔眼界，激发起更高的学习
热情。她表示，科普报告希望行
活动将会继续坚持下去，为更多
的学生带来生动的科学讲座。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白武明用生动有趣的实验向桂园小学学生展示“科学就在你
身边”
的道理。
珠江时报记者/谭兼之 摄

桂城免费周六少年宫明天开始报名
共有 36 个教育单位开设 107 个免费项目供选择，
报名截至 3 月 20 日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邹振
艺 通讯员/邓付生）昨日，记者从
桂城街道教育局获悉，桂城
“免费
周六少年宫”活动明日开始报名。
本学期辖区内共有 36 个教育单位
开设107个免费项目，
每位学生可
选择其中一个项目，
于3月15日至
20日到所选项目的学校报名。
作为
“关爱桂城”
的一项重要
民生项目，桂城“免费周六少年
宫 ”受 到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与 认
可。昨日，记者来到海三路小学，
家长们正在接孩子放学。
“周末孩

子没有参加兴趣班，就待在家里
写写作业，和小区里的小朋友玩
耍。”
听到今年海三路小学继续开
设“免费周六少年宫”后，住在骏
成花园的市民杨小姐说，今年孩
子五年级了，趁着学习压力还小，
准备帮孩子报个足球班。
除了体育项目受到欢迎外，
对一些科技发烧友来讲，信息技
术类项目也十分
“合胃口”
。南海
实验中学自开设“免费周六少年
宫”
以来，一直以编程与趣味数学
两个项目展示出示范少年宫的魅

力。
“ 我们结合了学校自身优势，
以及大多学生的需求，选择开设
这两门课程。之所以重视编程的
教育，是为了启发学生对信息技
术的认识，为信息学教育建立良
好基础。”
南海实验中学相关负责
人介绍，趣味数学则以生动有趣
的教学方式，侧重培养学生数学
思维。过去几年，两者都受到不
少学生的青睐，尤其是外校的学
生，纷纷前来报名参与，每个班次
都超过30人。
此外，近年来，桂城创益中心

开设名师学堂，一改以往针对课
本与习题答疑解惑的方式，以培
养孩子的学习思维和方式方法为
主，
获得了广大学生的欢心。
“免费周六少年宫”的建设，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
平台，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些特
色班中学习兴趣得到激发，营造
了深厚的学习氛围，擦亮了桂城
的品牌教育名片。
桂城街道教育局相关人员提
醒，在桂城辖区内就读初中或小
学的全体学生，均可选择街道任

何一所学校其中一个免费项目报
名，
将从 3 月 24 日起开始授课，
上
课时间为每周六上午 9 时至 11
时。有意向者可联系相关学校进
行咨询，在各学校也可以查看到
具体项目。在家长陪同下，报名
人需携带本人学生证（学生证要
加盖就读学校公章并贴上小 1 寸
彩色照片），于 3 月 15 日至 20 日
到所选项目的学校报名。需要注
意的是，名师学堂项目只在每周
三开设网络报名。同时，所有报
名的学生需要家长自行接送。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飘飘 通讯
员/罗家和）日前，包括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在内的 9 所英美名牌大学在美伦
国际学校现场招生并颁发奖学金，共
有来自各地的五六百名学生前来咨询
和面试。此外，澳洲名校如悉尼大学
等也将于本周五前来现场招生。
当天，
在美伦国际学校的大堂，
曼
彻斯特大学、
德鲁大学、
俄勒冈州立大
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埃克塞特大学、
东英吉利大学、
阿拉巴马大学、
南佛罗
里达大学等 9 所英美名校设点招生，
众多学生、
家长驻足咨询。
“我女儿还在上高一，
但我想过来
提前了解下情况，
让自己心里有个底，
这样能更好地制定目标，做好计划。”
家长魏志勇说。同样，家长李女士也
把各个学校的资料收集了一圈，
“学校
举办这样的招生活动很有意义，让我
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这些名校的信息，
为孩子将来的发展做好打算。
”
据埃克塞特大学招生官 Josephine Zhang 介绍，英美名校招生比
较看重三个方面，分别是学术方面的
成绩、参与课外活动的丰富度和名师
推荐。
当天，9 所英美名校还分别进行
现场面试，并对预录取的优秀学生颁
发奖学金。美伦国际学校的周荣燊是
第一个面试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招
生官向他了解了他的学习生活情况以
及未来的规划和目标等。
“经过这次面
试，我发现自己在课外活动这项上比
较欠缺，
以后要多多加强。
”周荣燊总
结说。
“美伦国际学校作为佛山第一所
国际课程学校，拥有优质的国际教育
资源，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国
际资源对接平台，
为我们的学生，
也为
南海、佛山甚至广东的学生提供一个
面对面了解国际名校的机会，而学生
通过这样的咨询和面试，也可以了解
到名校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从而激发
学生内驱力，
从被动发展变主动发展，
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
美伦国际学校校
长黄秋艳说。

桂城第三届语文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

南海实验小学教师
荣获第一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飘飘 通讯
员/顾辉） 近日，
桂城街道第三届语文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在桂江小学
举行，
南海实验小学老师吴蓉凭借扎
实的教学基本功、超强的教学能力，
从八位强手中脱颖而出，夺得第一
名。
此次大赛从 32 所学校中选出 8
名选手进入决赛。在比赛中，
吴蓉执
教的课题是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节
选部分《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一节课
的时间里，
她带着孩子们从课文走向
原著，通过品读人物的语言、外貌等
描写，
领略了《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
——王熙凤的性格特点。
“这篇虽然是文言文，但主要表
现了人物的外貌与语言，画面感很
强，对于学生而言理解上没太大问
题，
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人
物的性格。
”
吴蓉说。
在她看来，
获奖是得益于其20年
的执教经历，让她在比赛中从容淡
定，在课堂上引导顺畅，师生配合度
高 ，展 示 了 对 课 堂 良 好 的 掌 控 能
力。
“ 这是我第一次得这个比赛的第
一名，其实我初赛的成绩比较靠后，
当时刚好以片区的第二名入选决
赛。”吴蓉说，决赛前自己心里也很
忐忑，因为在初赛中发现了自己存
在的一些问题，所幸同事们及时帮
她改善。
“这次比赛让我受益匪浅，让我
重新审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不足。通过比赛我认识到，老师在
课堂上语言要干净、简练、精准，这
样学生才会有更明确的方向，学习
效率也会提高。”吴蓉说，今后她会
花更多的心思，不断打磨自己的教
学语言。

健康公益讲座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什么是二级预防?就是提倡
“双有
效”，即有效药物、有效剂量。想了解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请参加这期健康
讲座。
主讲：
心血管内科 许兆延 主任医师
时间：
3月16日 上午 9：
00~11：
00
地点：
二号楼1楼大堂 健康教育学校
提示：
听健康讲座，
送健康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