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李佳露 美编：高磊 校对：海梅G04-05 报 关注高新 时

浓
情
九
月

感
念
师
恩

一个节日虽不在春天，却春
意盎然。

躬耕教坛，丹心一片育桃
李；岁月如歌，金秋九月颂师
恩。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人才，
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在郑
州高新区，广大教师积极践行为
师初心，主动担当育人育才的重
大使命。

他们作为理想信念的传播
者，主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
化思想理论武装；作为崇高师
德的践行者，自觉坚守精神家
园、坚守人格底线，带头弘扬社
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
作为学高为师的探索者，不断
提高业务技能和教书育人水
平，在教授学生知识上当好领
路人；作为仁爱之师的示范者，
关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努力做
学生的良师益友。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这个班的学生特别好，自主合作组织课
堂，自己当小老师进行研讨，开展教学，看来
不是一日之功。”有次上级来郑州高新区第一
中学检查工作，听了赵秋娟老师的课以后，听
课组的领导由衷赞叹。

赵秋娟老师的语文课上，教室里没有老
师，孩子们分成6个小组先自学，再展示，课代
表进行点评并布置创意小练笔。及时多样的
展示让听课老师赞不绝口。

赵秋娟，24年来一直在一线和孩子们一
起，她是河南省名师、省骨干教师、省教学标
兵、省文明教师、郑州市优秀教师、市教学创
新先进个人、市教科研专家库成员，完成了省

市级课题近10个。
“以学生为主，基于学、适应学、促进学，

让课堂有驱动，有挑战，有与伟大事物相逢的
惊诧，更有解决问题的快哉畅意。”赵秋娟老
师将她的教学经验娓娓道来。

暑假，在外读大学的学生都回来了，他们
相约看望赵老师。

“老师，我翻开自己8本日记本，觉得那是
我初中最难忘的记忆，您培养我们每天坚持
写日记，让我们受益无穷。”

“当年您带着我们写博客，现在这些博客
还能在网上找到。”

“那时的课本剧表演真好，每个周末晚上

我们都急着返校排演，唯恐晚自习演砸了。”
“您带我们共读《平凡的世界》印象最深，

现在遇到困难，里面的人物还都能给我勇气。”
赵秋娟还和学生一起著“书”立“说”，让

语文和青春有约，先后出了6本“吾同悦读”的
著作，在书本的记忆里写满个性的张扬和年
轻的絮语。

“有人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坚持着把
它做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这
样一个幸福的人。”说这话的是高新区红叶路
小学老师董欢欢，如今在教育一线岗位上已
有20年了。

董欢欢回忆自己上幼儿园时，年轻的杨
老师站在班级门口对他们一个甜甜的微笑，
仿佛一束阳光照进她的心田。当时虽然年纪
小，但董欢欢却能从杨老师的眼神和微笑中
看得出老师的爱。当老师真好！从此，一颗
“长大我也要当老师”的种子便埋在了心里。
再以后，众多老师又用爱让这颗种子生根、发
芽。长大后，董欢欢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老

师，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也真正感受到了做
老师的辛苦和幸福。

教育是良心的事业，只要用心，课堂无处不
在。红叶路小学是新建校，因为特殊原因，学校
没有及时交付，学生只能借校上课，而学生每天
都是由校车接送，上学路上大约需要15分钟。
想着其他孩子此时都已坐在教室里开始读书
了，董老师也不能浪费这宝贵时间，于是校车就
成了董欢欢老师的第二课堂。她带着孩子背古
诗，讲故事，背课文，唱儿歌，孩子们个个精神抖
擞，声音洪亮，既有了良好的秩序，又营造了学
习的氛围，每天都能收获知识。这一年下来，学
生背会的古诗、儿歌多达几十首，连校车司机都

说：“董老师，这一年来每天听孩子们背，很多古
诗我也能张口就来了。”

当董欢欢每一次问孩子们“你长大了想
干什么”的时候，总能听到有几名同学一脸认
真地说：“长大了我要当老师。”这时的她心里
很安慰。

“用心做教育，尽心育学生。”这是高新区
科学大道第二小学数学老师李秋英的教育格
言。李秋英是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中小
学高级教师,多次荣获省、市级优质课证书，河
南省优秀教师等荣誉。在20多年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教学方法，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讲课幽
默风趣，善于激励学生，深受学生的喜爱。

做有爱的教育，李秋英善于用爱的眼睛，
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有所收获，主动学习，
一直是她的教学目标。李秋英在教学中经常

设计一些小游戏、小奖励来激发学生兴趣，鼓
励孩子们，例如每周一次的“刮刮卡”抽奖活
动。孩子们刮卡的那一刻，充满了对未来的期
待，充满着坚定的决心。在兑换奖品之时，看着
他们开心的笑脸，她觉得这一切都充满意义。

为了保障每一节课的教学质量，她总是
认真钻研教材，认真与年轻教师探讨，虚心向
身边同事学习，牢记着“懂、透、化”原则，并以
此为目标努力。在课堂教学中，她根据每节
课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入手，设置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和
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

在课堂上，她注重培养学生做到五到：口
到、眼到、耳到、手到、心到，利用课堂口令来
提高课堂专注力和课堂效率。她还尝试调
动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数学小
助手和学生形成师徒结对，共同努力，共同
进步。

一朝入杏坛初心已铸，两肩育桃李芳华
无悔。张鹏，作为郑州高新区实验小学里唯
一的男班主任，这位“班妈”的教育历程走过
五个春秋，送别了三届毕业班，每每翻开孩子
们的毕业照，他就会在拂卷中思索前行的路。

张鹏独立主持了 4项写字教学的科研课
题，潜心钻研写字著作，手把手教 187名孩子
练写笔画，写出规范的方块字。从甫一站在
讲台上的内心惶恐，到走进全国近 30所学校
研学，写下近 200篇听课笔记，他的课堂幽默
风趣，每堂课都有精彩的写字视频，把古诗讲
得诙谐易懂，书架上“高新区实验小学书写特
色班级”“高新区语文优质课比赛二等奖”“高

新区道德与法治优质课一等奖”等证书是对
他的肯定。

寒来暑往，和 187名孩子的朝夕相伴，从
400多部班级管理和儿童心理发展著作中，张
鹏找到了科学管理的蛛丝马迹。现在的他随
时都能捕捉到孩子的进步，给出发自内心的表
扬，从厌恶坏脾气男孩儿带来的各种捣乱，到
现在遇到棘手的班级管理问题妙招频出，问题
班级到他这里摇身变成“高新区优秀文明中
队”，45名孩子的笑脸以及教室墙上孩子们近
百幅书写作品已经道出了其中的原因。5年来
和孩子们共同走过，他笔耕不辍，260篇的教育
随笔凝结成教育著作《爱的芳草地》。

1000多次与家长沟通的电话热线，让家
校协同育人的距离触手可及。教师风采大赛
中吉他弹唱，班级汇报比赛整理出的近300篇
教育故事，备课中对于一篇新文章不读上几
十遍他坚决不动笔，毕业之际家长送来的锦
旗都诉说着他的爱生如子和精湛的业务能力。

高新区第一中学赵秋娟
鼓励学生自主合作组织课堂

高新区红叶路小学董欢欢
校车上的有趣课堂

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二小学李秋英
设计小奖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新区实验小学张鹏
让家校协同育人的距离触手可及

蒋璐娟老师从教 10余年，从青涩的新手
到幽默风趣的老教师，从二十出头的青春少
女到已为人母的年龄，青春的脚步匆匆，但做
教师的幸福感也越来越浓。

虽然教学时间长，但蒋璐娟感觉自己依
然充满活力、善于思考、敢于尝试。虽然课下
的蒋璐娟比较安静，对待学生总是以倾听为
主，不太善于跟学生“打成一片”，但是在课堂
上，蒋璐娟就如同换了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讲授
爱用风趣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帮助学生理解。

数学新课标提出要学生“三会”：会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

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
界。其实早在几年前蒋璐娟就发现，学生会
做题，但再问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却不知道
怎么说。学生不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想法，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蒋璐娟便
在她的班级中开始坚持让孩子们每天讲一道
题。先辅导一名同学讲一讲并录成小视频，
给那些不会讲的同学一个模板，然后让其他
同学也都尝试着讲一讲。

虽然每天一道题，辅导和录制很耗费时
间，但是蒋璐娟老师依然鼓励孩子们坚持下
来。经过一学年的训练，孩子们已经非常熟

练用清晰的数学语言表达自己的思路，不仅
知道“其然”更知道“其所以然”。

蒋璐娟的课堂评价模式激发学生认真听
讲，积极完成作业。蒋璐娟老师利用暑假，独
自设计了一些新的印章，有趣又贴合现在学
生的年龄特点，孩子们特别喜欢。

郑州大学附属学校蒋璐娟
鼓励学生每天讲一道题

认真教书、潜心育人，坚定信念、永不懈
怠。这是郑州高新区外国语小学毛琳琳老师
的真实写照。

2019年 6月 24日，毛琳琳回家途中发生
车祸，左锁骨当场骨折。家人都劝毛琳琳赶
紧请假，但她却犹豫了：明天是散学典礼，检
查小假期作业、评优评先、安全教育……少了
班主任可怎么行？于是，毛琳琳毅然决定：熬
过散学典礼再说。那天夜里，时间真难挨。
第二天，几乎一夜未眠的她用丝巾护着受伤
的那条胳膊，又站在了讲台上，她没有解释什
么，只是尽心尽力完成了所有需要安排的班
级事务，为那个学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022年元旦假期后，疫情再次袭来，线
上授课对于此时的毛琳琳来说却难上加难。
她的孩子生病住院，由于疫情，她作为陪护不
能离开医院。医院没有网，环境太嘈杂，影响
课堂质量……种种困难没有难倒她，为了不
耽误直播课，她提前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录
好视频，第二天就在线上播放提前录好的课
程，并守在线上当场为学生提醒、解答、文字
讲解。那一周的白天，她线上直播；晚上，她
坐在廊道里录制第二天上课用的视频……

她常常忙到灯火阑珊，披着月色回家；
她常常早上五六点便走进办公室，用最好的
姿态迎接孩子们入校、进班。日常生活中，毛

琳琳回家的包里总塞得满满当当：作文本、教
学工作手册、教学参考、课标解读……每次乘
着夜色回家时，她那瘦小的身躯背着大包的
样子，外小的门卫师傅都印象深刻。

要说这一切是为什么？按照毛琳琳自己
的说法：是热爱！

唤醒每一个孩子内心对学习的向往，让
更多孩子看见自己的成长，过一种幸福完整
的教育生活，给孩子一生受用的东西。高新
区宏达路小学教师贺文莉认为，这是每一个
教育者最真挚的梦想。

曾经，贺文莉一直都在努力教书，每节课
都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课间、自习课也
都被她霸占了，就为了多练习那么几道题，更
为了那几个困难学生不被大家甩得太远。然
而结果不尽如人意，很是令她苦恼。

2021年，贺文莉参加了一个“社会化学习”
的深度训练营，让她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在课
堂。“以生为本”的课堂直接指向学生的社会化

素养，更是从教学向教育的重大转变。
待培训结束，贺文莉就带着她的孩子们

开始了社会化学习之旅。她也知道“理想很
丰满，现实更骨感，新手上路肯定状况百出”。

从小组长培训、“蛇形”分组到和孩子们
一起学习规则，一个月后，贺文莉迫不及待地
“下水”了。她清楚地记得第一节“社会化学
习”的课堂，15分钟的组内共学，学生讨论得热
火朝天，当时的她惊呆了。要知道在以往的课
堂上，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是寥寥无几。这还不
算，接下来出现的一幕幕，让贺文莉感到了一
种莫名的失落感，习题讲评课上学生不再“需
要”她了，贺文莉笑谈自己被“嫌弃”了。

在“社会化学习”实践的过程中，班级里
每天都在上演着小美好、小温暖、小感动。贺
文莉变了，她努力去观察、去发现孩子们的闪
光点，她更喜欢表扬孩子，数学课堂更和谐
了。孩子们也变了，变得对学习更有兴趣，更
喜欢积极表达和实践。

载着对幼教事业的梦，高新区春藤路第
一幼儿园教师刘雪娇已经在这片土壤上深耕
了9年。这9年，刘雪娇从一个教育新人走向
成熟，也收获了成绩和荣誉：郑州市实录游戏
二等奖、河南省优质课二等奖、郑州市优秀班
主任、郑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等。

幼儿教育需要爱的滋养。当孩子在挑战
双脚并拢跳过一定高度的物体时，站在障碍
物前徘徊。刘雪娇走过去，轻轻拉起她的小
手，告诉她：“你可以的。”第一次在刘雪娇的
帮助下，她勇敢地跳了过去。第二次再鼓励
她：“你刚刚跳得特别高，我相信不用扶你也

可以。”她攒足了力气，用力跳过去了。“看吧，
我就相信你一定可以！”孩子欣喜若狂，双手
握拳振臂，绕着操场奔跑了一圈。

幼儿教育也需要专业的磨练。自主是幼
儿阶段需要培养的一项重要能力，刘雪娇将
这种能力的培养融入一日生活中，帮助孩子
获得发展。幼儿园户外攀爬绳开了，孩子们
在上面玩起了荡秋千，既危险又不合适。班
级的小女孩发现后思索一番告诉老师应该怎
么调整。刘雪娇没有将她稚嫩的建议放置在
一边，而是和她一起发现问题的根源、寻找合
适的方法，最终她提出的方案得到园里的认

可并进行了实施。值日生活动、元旦活动、生
成课程中孩子们自主自信，梳理活动流程、布
置活动场地、准备活动材料、组织活动过程、
反思活动效果，这一连串的事儿都是孩子自
己完成，而刘雪娇甘做一个隐形人，在背后默
默地支持他们。

宏达路小学贺文莉

观察、发现孩子们的闪光点

高新区春藤路第一幼儿园刘雪娇
润物无声 教育有爱

高新区外国语小学毛琳琳
投身教育 源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