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聋哑学生

拍摄专题片

近日，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秋季运动会，在开幕式上，上百

名同学用身体做画笔， 以 1921、党

徽、 五角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7、中国梦、轻工梦等为主题，用

身体拼成各种造型， 给大家带来了

耳目一新的感觉， 获得了观众热烈

的掌声。

近年来，学院坚持“深耕轻工，

融入贵安，服务贵州，开放发展” 的

办学定位，按照“轻工特色与产业服

务并举，职业素养与技术技能并重，

开放办学与内涵发展并进” 的办学

理念， 以质量整改和优质学校建设

为重大契机， 以轻院素养“一系一

品”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为主要抓手，

不断打造校园思想文化活动品牌，

涌现出了许多贴近学生实际， 深受

广大师生欢迎和喜闻乐见的节目形

式， 充分展示了学院职业教学和思

想政治引领方面的新成效。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秋季运动会

本栏目由 本报记者 孙征康 采写

11 月 9 日，贵州师范学院召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讨会。

会上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

宛蓉就 2017 级学生心理普测情况

进行了汇报。 学工部部长薛璞结合

自己在学生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心理

案例与相关问题， 提出重视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对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学生成长成才十分重要。

在工作研讨过程中， 各学院对

各自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进行了介绍， 提出不少有建设性的

建议，确保在校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教育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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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网友而言，数学可是所有学科里最强大

的 “拦路虎” 。 为了减轻大家学习数学的枯燥感，

《共享中考》数学教辅书中加入了有趣的提神表情

包和数学知识。

多亏了当年数学的打击，才有了现在这么坚强

的小新······什么，你说我的方式不对，需要缓一

缓？

“中考时每天至少五六套卷子，买的教辅材料

堆积如山，但是真正打开看完的很少，也不是每个

知识点都考。 ” 主创严祖怀说，即便是学霸，他也深

受刷题之苦，14 位同学希望把自己的学习经验，用

学生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帮助大家脱离题海。

14名学霸 编写趣味版教辅书

怎么才能让枯燥的教辅资料

生动起来，让学生像沉迷武侠小说

一样沉迷学习？ 最近，成都 14名高

一学生制作的 5册中考教辅书火爆

朋友圈，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据了解，今年 15岁的严祖怀是

四川成都高新和平学校有名的“学

霸” 。今年六月的中考，他以全校指

标到校总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入成

都七中林荫校区，该校是全成都市

中考收分最高的高中。

参加完中考后，我想和同学把

中考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让枯燥

的教辅资料生动起来。

让学生像沉迷武侠小说一样

沉迷中考，于是他组织另外 13名同

学，编纂《共享中考》共 5册的中考

教辅书的初衷。

《共享中考》教辅书一套共 5

册，分别是数学、语文、英语、物理、

化学，严祖怀说，《共享中考》中最

大特色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将知识

点串联起来，让学习不再枯燥。

据《中国青年报》

能文能武，教材也分男女？

“丁酉年秋，她遇见了他。 他，叫做上官化

学，风度翩翩，英俊潇洒。 ”

少侠， 你没看错，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

说，而是化学教辅书女生版的串词，用这样的

辅导书学习， 知识中浓浓透出一份初恋般的

甜蜜······

化学教辅书男生版则采用军事小说形式，

将军事行动和化学中考知识点连接起来。

在古风武侠世界和金戈铁马的军事行动

中，轻松掌握化学中考知识点，你服不服？

你还在为英语考试而担忧吗？ 你还

在为录歌时发音不准而发愁吗？ 来尝尝

这本《舌尖上的英语》吧！

这本书鼓励大家开口， 如学习英语

感叹句时跳出传统课文，转化为如何用

英语表达自己对喜爱明星的赞美。

此外， 书中还加入英语绕口令、美

剧、电影和英语小知识，并把高频考点

浓缩其中，让你不知不觉就把英语给学

会了！

在这本语文教辅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如何

将“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用文言文表达？ 答

案是：“孺子含辛，隐忍不嗔。 ”

这本语文教辅书不是教同学死记硬背答题模

板，而是图文并茂传递解题思路，同时还将课文中

的人物衍生，让其更生动鲜活。

学习了

《出师表》，

可 《三 国

志》、《三国

演义》中的

诸葛亮又分

别 是 什 么

样？

贵州师范大学

11 月 11 日， 贵州师范大学传

媒学院师生，走进位于宝山北路贵

阳市盲聋哑学校旁的无声饮品店，

用他们的所学专业，为工作在这里

的聋哑孩子们拍摄一部专题片，用

镜头还原这帮聋哑孩子们自食其

力的真实生活状态。

正在忙碌拍摄的贵州师范大

学传媒学院沈磊老师告诉记者，他

发现这家店除一名收银员是普通

人外，其余员工均为贵阳市盲聋哑

学校的学生。 为此，他带领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来拍摄聋哑学校孩子

们的宁静世界，呈现他们真实的生

活状态，了解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

法。 用镜头来展示这些聋哑孩子身

残志坚的宝贵品质，弘扬社会主义

正能量。 该片成品后，将在腾讯视

频公益板块上播放。

贵州民族大学

近日，首届中国·合川·钓鱼城

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在重庆合川举

行开幕仪式。 贵州民族大学 2015

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韦修政同学，

拍摄的实验短片《濒危物种寓言》

经过激烈角逐，入围中国高校竞赛

单元，并最终荣获学院奖。 该片时

长 18 分 27 秒，通过三个怪异的梦

境表达了对布依族文化走向消亡

的担忧，对民族残碎记忆的重拾。

贵州师范学院

作为贵州省首届幼教年会最

主要的一项内容———民办幼儿园

主题评选，各奖项提名名单昨日发

布，接受市民监督及意见反馈。

据悉，由贵州省学前教育研究

会、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贵

阳日报传媒集团、贵州省早期教育

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7�第一届贵

州幼教年会” 将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 为促进民办幼儿园在规范化、

专业化等方面的发展，贵州省早期

教育协会对贵阳市各民办幼儿园

展开主题评选。 评选采取行业推

荐，媒体推荐，自荐等方式结合，经

媒体公示后，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据悉， 白云区恒大幼儿园、花

溪区杰汇华府幼儿园、花果园常春

藤幼儿园、云岩区金宝幼儿园等 10

所获新锐幼儿园奖提名。 珠海蓝天

小耶鲁幼稚园、白云区铝城幼教中

心、 云岩区现代美艺幼儿园等 10

所获规范幼儿园奖提名。 南明区森

林故事金色摇篮幼儿园、观山湖区

新世界幼儿园等 10 所获先进幼儿

园奖提名。 贵州盛朝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贵州典石国际教育集团、观

山湖区乐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观

山湖区伊仕顿幼儿园、贵州康德思

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贵州正元焌

星教育集团共 6 家机构获得杰出

贡献奖提名。 吴明芳、彭江梦、夏彬

等 29 人获“最美幼儿教师” 提名。

陈杰、吴秀和等 5 人获“魅力男幼

儿教师”提名。

公示期截至 11 月 15�日，反馈

电话：86682338�13984195466。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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