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白云艺术学校全校师生

参观了一家矿泉水生产企业和省博

物馆。

活动当天， 六年级的同学们首

先来到贵州泉工厂， 在工作人员带

领下，参观水的生产工艺，亲眼看到

一滴水通过层层工艺，不断筛选、过

滤等等过程后， 最终灌装成为一瓶

瓶矿泉水。 工厂之行开阔了同学们

的眼界， 也增强了同学们对生产泉

水的了解与认识。

在贵州省博物馆， 全校师生共

同开启了“多彩贵州” 之旅，首先从

榨油机、土陶、竹编、造纸工具等了

解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在二楼，同学

们了解到贵州 18 个常驻民族的头

饰、衣物、首饰等，当亲眼看到纺织

机器、刺绣技艺和印染技艺，同学们

十分惊奇，纷纷拿出纸笔做下记录。

三楼，古生物王国，恐龙骨架以及各

类古生物化石， 再次让同学们感到

震撼不已。 另外， 东汉时期的铜车

马，陶俑、瓷器以及书法作品等等，

又一次开拓了同学们的眼界。

学校也利用这次活动， 进行了

知识问答， 让同学们真正懂得学以

致用。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其实成绩下滑没有那么可

怕，只要掌握了一些方法，就可以提

升学习成绩。 ” 刘老师建议大家先

找出退步的原因，而后查缺补漏，制

订详细的学习计划，改变学习方法，

从而提升学习成绩。

首先，考试后，应找到学习退步

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找到自己

薄弱的知识点、从现在不懂的地方

倒退回去， 检查前面学过的知识。

对于新课，要做到课前预习，课内认

真听课后及时复习。

其次在不懂的时候要不耻下

问，虚心向老师、同学求教。 但不只

是问答案，而是要通过提问来启发

自己，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次， 做作业按三步骤来走。

一是“解”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

面前的问题；二是“思” ：就是做完

之后要回顾和反思，总结出经验和

方法；三是“归” ：就是将获得的经

验和知识回归到书本上去。

最后，要适时调整学习计划，由

于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计划

应因人而异， 重点和要求不一样。

制订的学习计划不要太苛刻，以免

一旦完不成，导致心态失衡。

余海荣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原因很多 需根据实际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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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副校长傅玉

峰表示，在核实该事后，学校开始对

韩宝鑫进行了解， 发现韩宝鑫的家

庭条件不太好。 有一次和同学运动

后一起去买冷饮， 他看到一个没见

过的冷饮，本来想买的，但问了价格

是 8块钱后， 又默默换成了 1 块钱

的冷饮。 后来被班里同学笑话“八

块变一块” 。

傅玉峰说， 这虽然是件很小的

事情， 却在大多数大学生身上都是

欠缺的。学校对韩宝鑫进行表彰，并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救人事迹， 更多

的是基于他的个人品质，“像他平

时会请假带母亲去看病、 通过 QQ

给妹妹辅导作业，是一个很暖心、孝

顺的学生， 我们觉得这也是需要在

大学生中提倡的。 ” 做出这个奖励，

也是基于对韩宝鑫个人情况的了

解，“这个孩子家庭条件不好，但自

己很努力， 我们觉得减免学费和住

宿费，更能够解决他的实际困难。 ”

对此，不少网友评论点赞，认为

学校的奖励“很实在” ， 有网友表

示：“好人就该有好报，就应该受到

鼓励， 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好人的队伍。 ” 澎湃

学生街头救人 学校免两年学费

“我觉得就是一件小事情，医学生见到都应该做的，没想到学校还会有奖

励。 ”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检验二班的大二学生韩宝鑫，在上

海街头成功挽救一名心脏骤停男子的生命， 获得了学校的 “天医星杰出学生

奖” ，并获全额免除两年学费、住宿费的奖励。

10 月 26 日，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副校长傅玉峰表示，做出奖励，也是基于对

韩宝鑫个人情况的了解，“我发现这个孩子身上确实有很多当代大学生所缺少

的精神。 ” 据悉，韩宝鑫已经入围“江苏好人榜” 。

不少网友评论点赞，认为学校奖励“很实在”

长假兼职 街头救活心脏病男子

据了解，韩宝鑫来自安徽淮

南市的一个小县城，家里祖孙三

代 6 口人，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

压力， 每年寒暑假和国庆节，韩

宝鑫都会做一些兼职或短工。

“这次是同学推荐我来上海，帮

一个房地产公司发宣传单，每天

能给我们 80块钱的工资。 ”

10月 1日是工作的第一天，

正在上海滴水湖地铁站附近派

传单的韩宝鑫，看到不远处聚集

了不少路人。 “我觉得发传单就

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就走过去

了，没想到是一个人倒在地上。”

韩宝鑫说，躺在地上的中年

男人大概 50 多岁， 已经面色发

紫，韩宝鑫判断这个人应该是心

脏骤停，“因为和我们老师在课

堂上讲的情况很像” 。

面对紧急情况，韩宝鑫没有

犹豫，让路人帮忙托起病人的脖

子， 做好气管疏通的准备工作，

就开始给男子采取心肺复苏进

行急救。 从现场路人拍摄的视频

中可以看出，韩宝鑫一边在给中

年男子做心脏复苏，一边大喊让

身边人的拨打 110、120。

在韩宝鑫按压了约两分钟

后，男子的喉咙里终于发出了细

微的声音，“脸色看起来也恢复

一些了，手也能动了，我心里绷

着的弦也终于松了。 ”

路人提示男子或许是患有

心脏病，听到这个，韩宝鑫赶紧

翻了男子的口袋，找到了一盒速

效救心丸， 帮助他服下。 等 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韩宝鑫才

离开，继续发传单。

学校奖励 不仅是因为见义勇为

韩宝鑫救人视频截图

成绩下滑 要从学习方法找原因

新学期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很多学校都进行了一些测试考试，成绩公布后，有的家长发现孩

子成绩下滑得厉害，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此，记者采访了兴农中学的刘保

全老师。 刘老师表示成绩下滑的原因有很多，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查缺补漏，同时，还要改变学习

方法，制定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

成绩下滑 学生和家长压力都大

读高三的小张告诉记者，她在

近两三次考试中成绩都不理想，有

下滑的迹象。 “我觉得我自己学得

挺认真的， 上课也很努力听讲，下

课还做许多的练习题来巩固自己

的知识，但是连续几次考试真的很

打击我，分数、排名一直下滑，我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张觉得

自己特别委屈，老师、家长都认为

她不认真学习才导致成绩下滑。

读高一的小赵表示，自己最近

也受成绩下滑的影响， 她告诉记

者，自己在初中时都是班里的前几

名，高中的第一次考试却考了班里

的三十五名，以前在家长、老师面

前的优秀学生成绩下滑这么严重，

家长表示不相信，自己也有很

大的压力。“高中的第一次月

考，分数考得非常的不理想，爸妈

觉得我不应该考这个分数。 我觉得

压力好大，有时候晚上还会睡不着

觉，整个人都没有学习的心思。 后

面的几次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

孩子正在读初中的周先生表

示，自己的孩子最近成绩也下降了

许多，本来可以考一百多的语文和

数学这次都只是考了六七十分，英

语和其他科目分数更是惨不忍睹。

“老师还单独联系了家长， 让我们

看孩子的成绩单。 我们都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 ”

刘老师说，学生成绩下滑的原

因，不外乎是受学习方法、家庭管

理、课堂专注度、老师等因素。 在学

习中有不少同学求胜心切，希望各

个学科、 各个知识点都面面俱到，

结果样样抓，样样没抓牢，经常吃

不透、抓不住重点，就在模糊中度

过一个学期。 有的同学在课堂上听

老师讲解知识点以后自认为 “懂

了” ，学习过程即告停止。以至于不

在课堂上适当记录笔记，晚上自修

时不再复习当天上课的内容。 而有

的同学不懂， 但不好意思问老师、

同学，导致学不懂的知识点越来越

多，成绩越来越下滑。

刘老师表示，成绩下滑的原因

很多， 需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很

多高中生习惯小学、初中阶段的学

习方式， 进入高中后成绩下滑，这

是因为高中各学科更注重联系，不

把知识系统化，是学习效率低下的

最根本原因。 没有系统化的学习，

就很难有头绪， 做题耗费时间不

说，还没有效果。 高中学科增加了，

作业也会增多。 许多同学漫无目的

地做题，最基本的东西学得模棱两

可，没有过关，经过大量做题以后，

反而巩固了或者默认了某种不正

确的认识， 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

如果到高中阶段同学还只是为了

做作业而做作业，那么就会抓不到

重点，学习成绩也会下滑。

查缺补漏 制定详细学习计划

10 月 30 日， 贵阳学院研究生

教育启动大会在贵阳学院图书馆报

告厅举行， 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

学校于 2019 年起开始独立自主招

收硕士研究生， 贵阳学院成为贵州

省第八家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会上，学校相关领导介绍，今年

5 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

准贵阳学院新增为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 9月，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学

校于 2019 年起开始独立自主招收

硕士研究生。全国有 18家高校本次

取得研究生招生资格， 贵阳学院是

本次贵州省唯一新增的硕士学位授

予高校。至此，贵阳学院成为贵州省

第八家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贵州省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再添新军。

贵阳学院“哲学” 一级学科学

位授权点和“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

授权点， 将于 2019 年招生 25 人

（其中 2020 年起，“工程硕士” 调

整为“生物与医药” 硕士专业学位

招生）， 在今年 5 月获得批准增列

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后， 贵阳学院

实现授权单位和授权点建设的双突

破。 本报记者 孙征康

10 月 25 日， 中国 - 东盟青年

经贸发展论坛在贵州大学开幕，来

自中国、东盟的青年学子齐聚一堂，

畅聊双方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据介绍，本次“感知中国：中国

-东盟青年经贸发展论坛” 和主题

社会实践活动为期两天， 由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中国 - 东盟教

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主办， 贵州

大学承办，共有来自贵州大学、贵州

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的 14 个国

家的 90名留学生参会。

在 10月 26举行的主题社会实

践与文化体验中， 中国 - 东盟青年

将到贵州数字经济展示中心、 花溪

大学城双创园贝格大数据公司、贵

安新区临时规划馆、 贵安综合保税

区等地进行考察参观。

据悉，2008 年第一届中国 - 东

盟教育交流周举办时， 贵州只有 2

所高校招收国际学生， 在黔国际学

生 100多人， 其中东盟国家留学生

仅有几人。 目前，贵州已有 25 所大

学、高职高专院校招收国际学生，在

黔国际学生 3000余人，东盟国家学

生约占三分之二。 通过中国 - 东盟

教育交流周的平台， 贵州高校与东

盟高校和其他国家高校陆续建立联

系，吸引更多东盟学生、国际学生来

黔学习，也推动贵州学子走出校门、

国门，开拓视野，启发心志。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中国 - 东盟青年经贸发展论坛在贵大举行

日前， 北京理工大学史福贵教

授为贵阳一中高二年级 200 余名师

生作了题为“有关模糊数学的理论

介绍” 的专题讲座。

据悉， 史福贵教授是北京理工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

导师、理学与材料学部的学部委员。

讲座在贵阳一中高二组团二楼

录播教室举行， 史教授从模糊数学

的产生背景、定义、入门知识及其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 特别在人工智能

领域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等方面进

行介绍。整个讲座中，同学们参与度

高，互动和谐。

不少同学听完讲座后表示，通

过史教授生动朴实的讲解， 拓宽了

他们的视野， 激发了他们对数学的

兴趣，提高了大家对数学的认识。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学院

启动研究生教育

北理工教授

为一中师生讲课

白云艺术学校师生

参观工厂和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