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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王强

， 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政治课老

师，获天河区“工匠杯”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

创新教学，

他把政治课堂搬进社区

人物：

徐海敏

，

80

后，龙洞街垃圾分类指导员

用心宣传，他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垃

圾分类好处多！ 既可以改善小区环境，

又可以实现垃圾减量。 这是一项长期

的工作， 离不开各位街坊的努力。” 最

近这一年， 在龙洞街的多个小区、 广

场， 人们经常看到一名 30 多岁的年轻

小伙拿着宣传资料向街坊派发， 有时

还会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他就是龙洞

街垃圾分类指导员徐海敏。

据了解， 广州正在实行生活垃圾

管理社会监督员制度， 要求每个镇

（街）

至少配备 3 名生活垃圾分类专职

督导员， 每个社区至少配备 1 名生活

垃圾分类专管员， 引导居民按标准投

放垃圾。 去年 6 月， 徐海敏通过入职

考试成为街道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

如今一年多过去， 他聊起垃圾分类工

作已经头头是道， 颇有一番心得，

“垃圾分类越做越好， 我在这个过程中

也成长了， 进步了。”

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作为垃圾分类指导员， 徐海敏的

主要工作是宣传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

的重要意义； 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的知晓率，

逐步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指导、

监督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并按规定时

间、 地点将垃圾投放到相应的分类收

集容器中， 提高正确投放率等。

很多人说垃圾分类是“举手之

劳”， 徐海敏认为， 这种说法并不全

面。 “没有接触这份工作时， 我也知

道是举手之劳， 但仍然没有这个习惯，

直到后来靠意识逐渐养成习惯。 现在，

即便偶尔扔错垃圾桶， 我脑子里很快

就反应过来， 再伸手去更正。 可见垃

圾分类是一件需要‘深入人心’ 的事

情。”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在龙洞街

推行已久， 为让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

“入脑又入心”， 徐海敏和同事选择在

下班时间到街坊家里宣传垃圾分类，

并在周末做一些趣味活动。 但在晚上

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的时候， 有的街坊

不开门， 还有的甚至会误以为他们是

骗子。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徐海敏和

同事总是耐心解释， 并在下次再入户

拜访时带着垃圾桶、 纸巾、 肥皂等日

用品作为小礼品送给街坊。

经过多番努力， 越来越多的居民

愿意主动去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努力做到生活垃圾分类。 不到一年时

间， 徐海敏惊喜地发现， 除了平时做

家务的老年人， 很多孩子每天上学时，

都会主动来将垃圾分成几个袋子， 垃

圾分类理念正渐渐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充电” 学习提升垃圾分类技能

谈起为何会从事垃圾分

类指导员这样一份“新潮”

工作时， 徐海敏表示， 垃圾

分类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 应该去宣传引

导， 让更多的人知

晓、 参与， “垃圾分

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

公益事业， 我愿意亲

身参与并体验其中的

苦与乐。” 除了认真

做好日常工作， 他还

利用业余时间， 通过

各种方式， 学习研究

垃圾分类的最新成

果， 让自己的工作能

够做得更好。

想要打好垃圾分

类这场持久战， 徐海

敏认为最大的问题还

在于培养居民的习

惯， 不过需要一个过

程， 也要求生活垃圾

分类指导员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宣传。

在这份工作中， 看到辖内垃圾减量，

居民分类意识越来越强， 徐海敏也越

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信息时报讯（记者 曾雯雯）

在不少

学生心中， 政治课是一门枯燥无味的

课，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学习。然而，对于

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的学生们来说，他

们不但不觉得政治课枯燥，反而深深爱

上了它。 因为有一位优秀的政治老师，

把政治课变得“很有意思”，也让课本中

的理论走进了现实生活，使学生们迷上

了政治课，他就是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高中政治教师———王强。

王强出身在一个教师之家，爷爷和

姑姑都是中学老师， 从小耳濡目染，使

他也有着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 2005

年， 从师范大学毕业的王强走上讲台，

成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 并于 2011 年

调入八十九中。 他与同学们真诚相处，

既是学生们依赖的好教师，也是亲密的

好朋友。

让政治课贴近生活变得有趣

作为一门纯理论的课程，政治课本

身常常不为学生所重视，认为就是单调

的划书、背书。 如何让一个个抽象枯燥

的知识点鲜活起来？让理论走进实际生

活？

“将生活与政治紧密结合” 一直是

王强坚持的教学原则。他通过“参与式”

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走出课堂，零距离、

多角度接触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去了解

社会、认识社会，进而发现问题、认识问

题、解决问题。 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

学习中， 王强将课堂搬进了社区居委

会，让学生们亲身观察，真正的基层居

民组织是如何运行和决策。居委主任和

居民们的介绍，也让不少学生大呼“长

见识”。谈及收获，一名学生说，“有些知

识光凭老师说，自己没亲眼见过，不会

相信，实践过才能印象深刻。 ”

从事高中政治课教学 14 年来，王

强一直提倡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

们有话可说”。在课堂情景设置上，他总

是选择学生们熟悉并感兴趣的话题，营

造和谐有序的课堂氛围，引导大家积极

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到课堂中来。 今

年高一新生刚进行入学教育，王强就给

同学们布置了“家庭作业”———对比新

旧版人民币的不同， 了解货币的发展

史。“我希望学生的作业形式各具特色，

只要主题突出、具有真实性和原创性即

可， 这将为他们高一学习政治打下基

础。 ”

学生陷入早恋有他悉心开导

作为一名教师，王强不仅注重教学

质量，同时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

曾经班上有一名成绩优异的女生，

高考前突然成绩下降， 上课魂不守舍，

也不愿意与别人交流。 王强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通过多次交心，才了解到原

来这名女生是“为情所困”。她对班上一

名男生有好感， 但始终都是藏在心里，

到了高三，这种情感愈发强烈，最后发

展到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对方的一举一

动，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有着多年班主任经

验的王强明白，情窦初开

的学生自尊心一般都极

强，而且性格脆弱。 因此，他以

理解和尊重为前提， 与这名女

生进行谈心。 在获得女生的信任并

耐心听取她的倾诉后， 王强适时为

她分析了早恋的负面影响，还和她聊了

目标和理想，希望她明白自己还有很多

的事情要做，可以把这种爱慕的感情化

作自己学习的动力，暂时先把这种情感

收起来。 经过多番的悉心开导，这名女

生慢慢走出困扰， 成绩也有所回升，最

后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在 14 年的教学历程中， 王强遇到

过很多学生，他们中或学习存在极大困

难，或埋头苦干却不见成效，或性格内

向不愿与老师交流，但无论是怎样的学

生， 王强都愿意在和他们有限的接触

中，用自己的方式陪伴他们，了解他们，

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成长。“‘亲其

师，信其道’，我希望让学生们喜欢我，

喜欢我的课堂，这就是作为一个老师最

大的成就。 ”

龙洞街垃圾分类指导员徐海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