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课题研究在教师成长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近年来，前郭县海勃日戈镇中学以

教学课题研究统领学校发展的方方面面。在

全体师生的努力下，教师能力素质提高了，学

生自主学习意愿变强了，学校办学规模扩大

了……科研兴校，让这所普通的乡镇中学焕

发出了勃勃生机。

和学生共同成长

“加入到《导学、自学、互学教学模式探

究》课题组2年了，最近我在吉林省第七届中

小学课件大赛中获得二等奖，还被评为前郭

县‘教学能手’……这些荣誉的获得离不开学

校开展的科研课题。”前郭县海勃日戈镇中学

语文教师丛静思这样告诉记者。

2016年，前郭县海勃日戈镇中学决定以“科

研兴校”作为办学龙头，拉动学校的全方面发

展。两年来，学校共承担3个省级科研课题，1个

市级科研课题，1个县级科研课题，在科研课题

的带动下，参研教师们的教学能力取得了进步，

进而提升了全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谈起科研兴校，学校科研课题组成员、松

原市中学骨干教师马晓颖感慨很多。她说：

“2016年，课题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课堂模式，

把课堂交予学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一开始课堂改革是痛苦的，我的教学方式和

理念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好在学生和我都没

有放弃，我们边研究边实践，慢慢地课堂由生

涩变得活跃了，学生的眼睛也亮了，我也更自

信了，如今课堂的效果超出了预期设想。”

不流于形式，不搞花架子，这是科研兴校

工作的一大特点。校长王朝宝介绍说：“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学校严把人员关、立项关、过

程关。在人员选择上，承担课题的主研人员

都是省市县级的骨干教师，参研人员都是县

级以上的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在立项选择

上，立项课题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与学校教学

工作紧密合拍；在落实过程中，课题严格按照

实验方案进行，狠抓实效。”

课堂之上师生互动

推门走进正在上课的初一三班，映入眼

帘的是这样一番情景：学生们分成若干个小

组，五六个人围成一圈听课研讨，竞相发言；

老师走进学生中间，师生一起徜徉在“教”与

“学”的互促互动空间。

当然，新颖的不仅仅是形式。课堂上，学

生们依据“自学预习—合作解决—充分展示

—重点强化—巩固提高”这5步进行自主学

习；教师依据“砸实目标—夯实基础—落实难

点—抓实细节”的节奏，采取一种更加科学的

“五步四实”开展教学。“这样的课堂太有趣

啦，下课铃声响起时总觉得意犹未尽！”学生

史佳欣告诉记者。

在科研兴校的推动下，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浓了，学习能力也上了一个新台阶。“科研

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我们的课不是要看

老师讲得好不好，而是要看学生学得好不好，

这样的学习方式顺应新课改的需要，也更顺

应学生的成长规律。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

生们更加自主地去学习。”王朝宝说。

素质教育有声有色

学校大力开展全科次阅读，保证了多学

科、多层面的阅读活动开展。学校每周每班

的阅读课时保证在13节以上。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校重视实验

课的教学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科

任教师在完成教材要求的实验课后，还要兼

顾学生产生的兴趣实验，随时满足学生动手

实践的需求。如今，学校每学期每个班的理

化实验课比教材要求多出十几节。

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培育

出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每学期学校以班级

为单位开展球类单项赛，每年举办一次13公

里、17公里的远足活动，厨艺大赛、家务大

赛、文艺汇演……这些活动的开展给师生带

来了激情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把自主成长的钥匙交于教师，把自主学

习的能力教予学生，这是学校以科研立校、以

科研兴校的初衷。”王朝宝说。

科研兴校焕发勃勃生机
——前郭县海勃日戈镇中学教改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缪友银

“一筐豆子，一个铁球，一个

塑料球，它们摆放在一起会发生

什么？”在松原市五撮村村支部，

长春师范大学青马学员孙飞洋声

情并茂地讲述着，村里20多名留

守儿童们目不转睛地看着。

室外瑞雪覆盖着大地，室内

孩子们的热情正在被点燃。在农

村最常见的一筐豆子，轻轻地晃

动后，在物理原理的作用下，铁球

慢慢下沉，塑料球浮出，这让孩子

们兴奋不已，“太神奇了，大哥哥

大姐姐们太厉害了，以后我也要

像他们一样上大学！”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想激发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让他们感

受到生活处处是科学。”期末考试

一结束，长春师大的青马学员们

就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及用于远

程教学的10套电脑，驱车5个小

时赶往五撮村，开展教育扶贫关

爱留守儿童的实践活动。

活动在“大象牙膏”“铁球实

验”“忽明忽暗”“逆流而上”等多

个实验中拉开帷幕。生动有趣的

科学实验让孩子们频频惊叹，青

马学员们的细心讲解激发了孩子

们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

望。此外，青马学员们还为留守

儿童带来了笔记本、彩色画笔、笔

袋等春节礼物。随后，青马学员

又分头走进老乡的家中和孩子们

亲切交流，帮助他们规划学习目

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他们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扶贫政

策。

青马辅导员董信泽老师说：

“今后我们会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点点滴滴的关心和爱

心，凝聚成帮扶留守儿童暖心的力量。”

在这次活动中，师生们还完成了远程课堂的电脑调试工作，

远程课堂也将正式开课。音乐学院教师刘禹伯说：“有了这个远

程课堂，志愿者们就可以随时了解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和想法，随

时帮助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拉近与他们的距离。”

自2016年起，长春师大团委号召青马学员与五撮村义务教

育段学生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利用课余时间采取书信往来、

深入当地进行课业辅导和陪伴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建立学习

目标、树立人生理想，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反哺家乡，陪

伴他们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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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寒假期间，四平市教育局按照教育部要求，积极开展形

式多样、内涵丰富、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

“宝贵的礼物”，使他们放松了身心，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为

新学期积蓄了能量。

新时代，打造假日书香校园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四平市实验中学、四平市第三高级中

学，相继开展了假期读书活动，学生们在学习小组的学习日，交

流读书心得，为开学后的读书汇报会做好了准备。双辽市、伊通

县、铁东区的部分中小学优秀教师和班主任，加入了“书香吉林·
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集体参加了于2月1日召开的家庭阅读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纸张的翻动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书

页的气息中，体会经典文化的味道。

新风尚，传承志愿服务精神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四平市实验中学、四平市第三高级中

学的师生，利用假期来到养老院、阳光福利院、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同时，全市中小学校继续开展“万师进万家、真情帮万

生”主题实践活动，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促进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教育体系，形成育人合力。

新气象，社团活动承载梦想

今年寒假，各学校的社团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

提升自我的舞台。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在全市教育系统设立了

首个“新时代传习所”，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氛

围。该校的“BES”舞团和管乐团每天都排练曲目，筹备全市教育

系统迎新春音乐会。学校的各社团组织还通过理论课程培训、

室内和室外实践操作等形式，开展车模、航模活动，让学生近距

离接触新科技、新知识。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依托美术基地，集

中起“兴趣学生”进行绘画学习和训练；对播音主持和编导有兴

趣的学生，则集中在播音主持班，实现自己的人生初体验。

新举措，研学旅行立德树人

四平市中小学“逐雪嬉冰吉林行”研学旅行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市区百余名中小学生参加。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学生

赴北京、沈阳等地，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了“逐雪嬉冰·悦动

四平”综合实践活动，中央东路小学、四平市第三中学等9所中

小学共计5000余名师生，在综合实践基地开展了冰上游戏活动

和室内场馆综合实践活动，磨练了意志，增强了体质，在冰雪大

自然中体验乐趣。

新作为，开启“考改”破冰之旅

为让高中学生对自己未来职业有清晰的规划，四平市第三

高级中学制作了《高中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寒假作业》，让学生利

用寒假时间参加一个或者更多职业体验活动，并填写相关职业

生涯的问卷调查。四平市教育学院召开了“地理学科教学中渗

透生涯教育研讨会”，标志着四平地区学科教师了解新高考方

案，落实核心素养以及生涯规划渗透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以此为契机，逐步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班主任、学科教师共

同参与、互相配合的专业指导队伍。

精彩生活
魅力寒假

——四平市中小学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崔维利

X线：“压扁”的检查 主要看“密度”

检查原理——
初国新：X线检查，相当于把人压扁成一个平面，再看这

个平面各检查部位对X射线的吸收密度差异。比如，骨骼、钙

化灶、体内液体等，吸收X光较多，因此形成白色影像，也就是

“高密度影”；呼吸道、胃肠道、脂肪组织，吸收X光较少，在片

子上呈现黑色影像，即“低密度影”；密度居中

的实质器官、肌肉、结缔组织，如心脏，在片子

上呈现的影像介于黑白两色之间。X光片就

是利用这个“泾渭分明”的特点帮医生辨别人

体病变。

最常看到和接触到的X线检查是X线平

片、透视、CT。X线平片检查通常有胸片、关节

平片、骨骼平片、腹部平片、乳腺钼靶片、牙片

等。

适用范围——
初国新：X线是临床骨科的重要检查手段

之一，在检查骨、脊柱、关节等有无器质性病

变，明确病变的部位、大小、程度及与周围软组

织的关系等方面有优势。X光胸片可粗略检

查心脏、主动脉、肺、胸膜、肋骨等，可检查有无

肺纹理增多、肺部钙化点、主动脉结钙化等。

优缺点——
初国新：X线检查方便、简单、快速，就像

用手机拍照一样快，摆好体位，瞬间完成。因

为曝光时间极短，只有几个毫秒，因此在检查

中虽有电离辐射，但剂量很低。此外，检查费

用低，出片和报告速度较快。

缺点是它显示的图像为人体的重叠像，就

是X线方向前后的结构是叠加在一起的，当病

变出现在某位置时，我们不知道它在人体的前

还是后，且细微结构显示不全面。

注意事项——
初国新：对孕妇来说，X线是禁忌的，尤其孕

期前12周内，此时胎儿发育高峰期，X线对胎儿

影响最大；对儿童慎用，尽可能减少X线检查，最

大可能降低辐射剂量；老年人也是X线应用的关

注人群，要注意检查带来的负面影响。若必须

用到，只将需要检查的部位露出来即可。

此外，检查范围内的高密度物品都需去除，如外套、项链、

耳环、金属假牙、助听器、发夹、皮带、钥匙、硬币等。扫描时需

保持身体和四肢静止不动；扫描胸腹部时需深吸气后屏气。

CT:“切片重建”的检查 适用广泛

检查原理——
初国新：CT的前身是X平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X光

的加强版。它扫描后所产生的图像为横断的薄层切片，把检

查部位360度扫描后，压缩成无数多个平面，然后再计算重组

成一个3D体。说白了，就是绕着你拍多个角度的X光片。

适用范围——
初国新：适用范围广，脑和脊髓检查，常用CT；细查骨骼、

四肢受伤病变，需用CT；胸部CT显示出的结构更清晰，对病变

敏感性和准确性较高，对肺部结节、淋巴结增大、气管狭窄等，

特别是对于早期肺癌确诊有决定性意义；CT对肿瘤分辨率也

较高，对于1～2厘米的小肿块，CT显示率高，对肾癌、肾盂癌

相当准确，还可诊断肝癌、肝血管瘤、脂肪肝、胰腺癌、急性胰

腺炎、慢性胰腺炎等；对肾脏、肾上腺、膀胱和前列腺疾病的诊

断优于超声；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头颈部疾病的诊断、大血

管检查等也有很大的价值，如颅内肿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

冠心病的筛查等等。

优缺点——
初国新：CT的三维图片决定了它在分辨能力上的优势。

可了解病灶详细情况。缺点是，相较X线价格要贵；受呼吸影

响的腹腔器官检查，如肝、脾，做CT时要病人暂停呼吸，幼小

者、精神失常者、肺功能不全者就不能配合。

随着科技发展，近年来CT这种检查方法也被用来做常规

的体检，为早期发现病灶带来可能。

注意事项——
初国新：CT检查有一定体位要求，比如双手上举、下颌内

收、俯卧等。上腹部、中腹部、肾脏、胰腺、肾上腺的CT检查前

需多喝水。增强CT检查前需禁食4小时以上。

B超：“声波碰撞”的检查“喜水怕气，欺软怕硬”

检查原理——
初国新：B超检查是利用超声波产生回声的原理来检查

的。超声可穿透物体，碰到障碍，会产生回声，人们通过仪器

将这种回声收集并显示在屏幕上，可以用来了解物体的内部

结构，辅助诊断。随着科技发展，现在出现了彩色B超，彩超

还可提供血流动力学的丰富信息，实际应用受到了广泛的重

视和欢迎。

适用范围——
初国新：B超对于肝脏、胆囊、脾脏、肾脏、心脏、甲状腺、

乳腺等不含气的器官检查，优势较明显。临床上可用来确诊

胆囊结石、胆囊炎症、肿瘤等，且对肝硬化、脂肪肝、脾肿大、肝

癌、肠道病变准确率也较高。

优缺点——
初国新：B超对人体软组织的探测和心血管脏器的血流

动力学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如：浅表肿块、血管、穿刺定位

等。B超无辐射，可以用于孕妇体检。

其缺点是穿透力较弱，含气的器官如肠管、肺部等不适合

应用。同时空间分辨有限，且检查受人为影响较大，不同医生

操作方法差异，可能会出现结论的差别。

注意事项——
初国新：对肝、胆、胰的检查前最好禁食牛奶、豆制品、糖

类等易于发酵产气食物；盆腔的子宫及附件、膀胱、前列腺等

脏器及早孕检查前，应提前喝水保证膀胱尿液充盈；检查前少

吃油腻食物，清淡饮食；一般情况下，妊娠中晚期胎儿、肾脏、

脾脏、甲状腺、乳腺、四肢血管等器官检查时不需做特殊准备。

核磁：无辐射的“摇一摇检查”排查软组织疾病好手

检查原理——
初国新：核磁共振检查较为复杂，它是利用原子核共振现

象实现检查。简单说就是将人体置于一个强大的磁场中，先

摇一摇再静止，让身体里的水分子振动起来，再平静下来，让

身体里的氢原子，先排好队再解散，接受这期间的电磁波信

号，再给身体内部“画像”。

适用范围——
初国新：随着扫描速度的加快，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对中枢

神经系统、实质器官、软组织显示有明显优势，对炎症、缺血、肿

瘤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可检查神经系统病变，包括肿瘤、梗

塞、出血、变性、先天畸形、感染等内容；检查颅脑、脊髓等疾病是

当今最有效的影像诊断方法，可早期发现肿瘤、

脑梗塞、脑出血、脑脓肿、脑囊虫症及先天性脑

血管畸形，还可确定脑积水的种类及原因；显示

间盘脱出、退行性病变等也是非常清晰；应用它

可较好检查先天性心脏病及各种心肌病。

优缺点——
初国新：该项检查对人体没有电离辐射损

伤；能获得原生三维断面成像而无需重建就可

获得多方位的图像；多序列成像、多种图像类

型，为明确病变性质提供更丰富的影像信息。

核磁检查也有弱点，其设备是个巨大的磁

铁，一切金属物品都要远离它。仪器运行起来

有很大噪音。

注意事项——
初国新：磁共振是高强磁场，对金属吸引

力巨大，将金属带进磁共振检查室十分危险。

因此，严禁病人和陪伴家属将所有铁磁性物品

及电子产品带入检查室。体内安装、携带以下

物品及装置的患者（包括陪伴家属），也被视为

磁共振检查的禁忌：心脏起搏器、电子耳蜗、体

内金属异物，如眼内金属异物、脑内金属异物

及助听器等。总之，在检查前，充分与检查技

师和医生沟通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多次手术

有植入物的患者人群。

不得不说的“检查伤害”问题

初国新：很多人以为路过放射科或机房就

已经被辐射到，更别提近距离进行检查了。这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首先要强调：B超和

核磁检查没有辐射。而X线和CT只有在做检

查时，机器开着且曝光时才有辐射，单次检查

的辐射剂量很低，即使累加也远达不到放射性

损伤的阈值。

脱离剂量谈辐射是过度夸大“伤害”，是不科学的。一年

两次的CT体检是没有问题的，但应避免短时间一个部位的多

次照射。

有人会说，医院给一些重症患者反复做有辐射的检查，岂

不是要癌变？科普一下：照射多，不一定癌变；需不需要检查，

需要几次检查，要看具体症状和需要，检查前和医生充分沟

通，服从医生建议。

2012年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

射检查技术的通知，第七条指出，医疗机构要为受检者配备防

护用品，对非照射部位进行防护，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及育龄

期妇女，要特别对甲状腺及性腺防护。因此，每个正规医疗机

构的放射线机房均应配备有相应的防护装备，如铅帽、围脖、

围裙和铅衣。如有需要，检查人员会对检查者做好防护措施。

影像检查大起底
本报记者 宋育欣

本期专家：

初国新：省人民医院急诊影像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影像医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腹部肿
瘤、大血管病、内分泌疾病等影像诊断。

到医院看病，免不了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像学检查。普通人始终“傻傻弄不明白”：X线、

CT、核磁、B超，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区别？越贵的就越好吗？检查时都该注意点啥？这次

就请专家给大家说个明白。

持续关注本栏持续关注本栏
目目，，请扫描二维码请扫描二维码，，
可获取更多内容可获取更多内容。。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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