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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致力引导

李喜英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信息技术系教师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师，是引领学生走向光明的灯塔。

自1996年踏上教师的岗位以来，李喜

英始终要求自己在教学工作中身体

力行，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让学生随

时想起来，都会觉得这是对自己有所

帮助的老师。而有了这样一个实实

在在的“榜样”，她的学生也大多出类

拔萃。

文化绿城小学
爱心养殖进班级

“妈妈，今天帮我准备几片新鲜的菜叶，明天我去喂学校
里的大白鹅。”放学一到家，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五一班一名
学生就兴奋地对妈妈说。日前，文化绿城小学的“爱心食粮”
进班级活动牵动了全校师生的心。

从本学期开始，文化绿城小学开辟了一个养殖园，培养
学生的劳动观念，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德育处首先向
五一班发放了“爱心食粮”征集箱，由班里选出四个养殖小助
手，在课余时间整理小动物们的食物，观察小动物。家长纷
纷表示，学校开辟这个养殖园，给孩子提供了亲近大自然的
机会，培养了他们观察学习和探究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
劳动观念。据悉，该校将劳动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环
节，“爱心养殖桶”将普及到全校所有班级，让更多的孩子参
与进来，锻炼孩子的爱心、责任心，让孩子亲近自然，培养劳
动观念。

港湾路小学
争当非遗传承人

近日，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六年级部分学生来到“归
朴坊”参观。这里陈列着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手工制品，它
们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悉，“归朴坊”的主人李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践行者
和传承者。泥人、手工刺绣、虎头鞋、绣花鞋垫、绣花肚兜儿、
绣花围嘴儿……这里的展品无论大小，全都是她经过十几年
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淘”来的。李茜详细地给孩子们讲解了
每个物件的使用材料、制作年代、绣制图案的寓意和作用。
孩子们认真听着讲解，感受着非遗文化的魅力，他们纷纷表
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心，争当
小小传承人。

莲花街小学
足球赛场再夺冠

2018年高新区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日前在莲花街小学
足球场落下帷幕。莲花街小学班级足球队力克众队，再次夺
得冠军。

比赛中，莲花街小学班级足球队的 9名队员坐镇主场，
他们在赛场尽情奔跑，最终摘得冠军。这是莲花街小学继上
一届夺冠后，再次卫冕此项赛事，该校校长张海燕表示，正是
大家的坚持不懈，奋勇拼搏，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前方
的路还很长，希望在接下来的市级足球比赛中取得更优异的
成绩。

郎庄小学
乡村少年宫开课

操场上男篮、女篮队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战术分析和
基本功训练；各个功能室里，拉丁舞、剪纸、拼布、拼装、创意
纸箱、书法、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课堂，让学子畅游在多元智能
乐园里。近日，管城回族区郎庄小学乡村少年宫课程在新学
期正式启动。

据悉，郎庄小学乡村少年宫课程围绕体育、艺术、创客三
大板块，充分挖掘与整合教育资源，精心选开符合学校实际、
深受学生欢迎且健康有益的课程，此次又增设传统剪纸基础
课程。该校校长王旭霞说，乡村少年宫课程让农村孩子也能
畅游在艺术里，享受创造的喜悦，在文化课之外，开辟了另一
个乐园。

星火路小学
朗读比赛展风采

为进一步推进语文教师的语言规范，10月 8日，管城回
族区星火路小学开展以“腹有诗书气自华 唯有读书方宁静”
为主题的语文教师课文朗读比赛活动。

活动中，参赛教师通过深情朗读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最真
挚的情感，语调铿锵有力。一篇篇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文
章，在老师们声情并茂的演绎下，散发出无穷韵味。

腾飞路七里河小学
快乐篮球体会深

管城回族区腾飞路七里河小学篮球特色校本课近日开
课。在上课过程中，学生虽然练习得满头大汗，但是他们都
很快乐。

通过篮球校本特色课程的学习，孩子们基本掌握了传
球、运球的动作要领。课后，五二班学生曹昊天说：“以前对
篮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玩闹，通过今天的学习才发现，篮球
的学习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学好基本功，才能真正打好篮球，
才能体会到篮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激情。”

东关小学
社会实践收获多

管城回族区东关小学全体四年级学生日前前往荥阳市
广武镇黑李村，进行为期两天的社会实践课程学习。

实践活动开设纽扣艺术和绿色资源再利用两门课程，学
生们认真学习，团结合作，圆满完成了课程任务。在星空晚
会现场，教官领着学生表演新学的舞蹈，老师们也被感染，纷
纷跟着学生们一起跳起来。实践时间虽短，却让学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此次实践活动中，学生们举止文明、阳光上进、
团结同学、互帮互助，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良好风采。

把游戏带进课堂，为想象插上翅
膀……前不久，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一行来到汝河新区小学时，被杜
娟老师执教的《梦想剧场》一课深深吸
引，他们说，这节课充分展示了梦想课
程的三大核心理念，那就是：问题比答
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
帮助更重要。

梦想课程看重的正是让学生拥有
独立思考的大脑，掌握解决问题的根本

方法。在该校，这样的梦想课程已持续
开展了一年多。2016 年，在中原区政
府及区教体局的大力支持下，该校引进
了梦想课程。该课程以培养“全人”为
目标，以帮助学生成为“求真、有爱的追
梦人”为价值追求，以学生适应社会所
必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课程建
构的主要方向，以合作、体验、探究为基
本的学习方式。

梦想中心建成后，汝河新区小学先

后分两批对学校的21位老师进行了一星
梦想教师培训。目前，该校有一星梦想
教师20名，二星梦想教师1名。学校在
加强校内教研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区里
组织的梦想沙龙活动。中原区教研室和
梦想沙龙的负责人每学期都会到汝河新
区小学进行调研，共同研讨，共同进步。

多年来，该校坚持“面古今·向未
来”的育人理念，深化“知书达礼、身心
阳光”的校训，最终借力梦想课程，打造
出了具有汝河特色的教育教学方向。
在梦想课堂上，每位老师都能选择适合
自己、符合学情的梦想课。课堂上，学
生是导演、摄像、编剧、制作……他们以
适合自己的角色，尽情展现自我。梦想
的种子在学校播撒，梦想课堂成为一个
能充分发挥师生个性潜能的舞台，让他
们变得更加自信、从容。正如该校校长
丰忆云说的那样，梦想课程更多地关注
孩子在面对问题时候的“求异”思维，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发散思维才会得以提
升。

目前，该校正借力2.0梦想课程《爱
与梦想》绘本课打造全校师生共阅读的
书香校园，同时，依托最新研发的《科技
创客》梦想课程联合学校OM头脑奥林
匹克共同打造 STEM 课程汝河新区小
学示范基地，让特色梦想课程，在学校
落地生根，绚丽开花。

从教 22 年来，当过多年的班
主任，李喜英一直在追求一种平静
却不平凡的教学生活。由于所带
的学生在文化基础方面较为薄弱，
自控能力也不足，李喜英便选择了
以陪读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在她
的班级里，每一个早自习都能看到
李喜英领着学生读书，而每一个晚
自习，也能看到李喜英在带着学生
做题。

班里有一位学生自打入校以
来就十分活泼好动，为此，李喜英
特意授予了他班长的职务，用学
生自己的责任心和大家对他的监
督来促使这名学生成长得更好。
她在私下里找到这位学生，告诉
他：“只有做好一个优秀的学生，
才能做好一个优秀的班委。”一句
鼓励，一句引导，悄悄地在学生心
里生根，“后来这孩子责任心强
了，学习劲头上来了，成绩也逐步

提升了。”
各级各项竞赛对中职学生来

说，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能证明自
己实力的方式。从事了多年的教
学工作，李喜英带着学生参加过
大大小小数十次竞赛。而每一次
竞赛前期的准备工作都是最辛苦
的，她说：“尤其是在准备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的时候，仿佛自己重
新回到了紧张的高三生活。”高标
准，严要求，尤其是在机电类的赛
项 中 ，是 绝 对 不 允 许 出 现 失 误
的。电压、电流的误差必须控制
在 0.1 刻度单位以内，电路连接则
要逐根线排查。李喜英用自己的
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带领着学生
在一次次竞赛中披荆斩棘取得佳
绩。

随着经济社会和现代技术的
发展，各种竞赛的赛项也逐渐丰富
起来。近两年，在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中新增加的分布式光伏系统装
调与运维赛项、计算机检测维修与
数据恢复赛项等，哪怕对于带队老
师来说也是一门新技术，需要从零
吃透。而李喜英则把这些看做一
次次挑战，“所有知识一定要在学
生需要前自己先弄清楚，我不能只
会把理论知识念下来，而是要把它
变成自己语言，形成自己的体系后
再教给学生。”

常规教学之外，李喜英在每学
期还会选择一至两门新技术来学
习，每年的寒暑假，她则会选择一
些赛项来琢磨。多年的累积下
来 ，无 论 是 计 算 机 组 装 ，还 是
Photoshop 设计、网站设计、服务
器配置等技术都早已熟练掌握。
学习的脚步永不停歇，“我时常会
想，别人会的，我为什么不可以
会？而不断的学习也让我的心态
也更加年轻。”

梦想天空分外蓝梦想天空分外蓝
每个孩子的梦想都值得被尊重，在

中原区，梦想的舞台有很多，梦想课程就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这里，梦想课程
使学校的校本课程日臻完善，给了学子
一个尽情展示的舞台；在这里，让师生满
怀信念，放飞梦想，拥抱未来。

伏牛路第四小学老师谷照娣的《跟
着kodou》学编程走向了全国赛场；伏牛
路第二小学老师刘楚引领学生设计的

“去远方”方案通过全国评审，暑假实现
了他们去远方的梦想；秦岭路小学成了
全国5所课程整合试点单位之一；秦岭
路小学、锦艺小学实验的“爱与梦想”课
程，汝河新区小学实验的“kodou 学编
程”课程，郑州市第六十六中、中原区回
民中学实验的《科技创客》和《职业人
生》课程，辐射引领了其他非实验学校；
华山路小学和互助路小学锦艺校区被
评为“全国真爱梦想示范校”，逐梦中原
沙龙被评为优秀梦想沙龙，中原区被评
为“全国梦想课程示范区”……

2014年开始，梦想教室成为中原区
学校的又一亮点。目前，中原区的梦想
中心已有19个，占到全区学校的34%。
成立了 4 个梦想沙龙，共有梦想教师
347名，二星梦想教师55名，四星教师3
名。

4年来，该区组织教师到全国各地
学习交流100余人次，先后承办全国首
届梦想好课堂评比活动、全国二星教师
提升项目试教和培训、郑州市梦想读书
交流活动等一系列的教学、教研活动。
从2016年至今，该区5次参与暑期教练
计划，前不久，该区首次进行梦想教师
自主培训，参加人数接近 90 人。在该
区，越来越多的梦想家，将梦想课程的
理念和方法迁移到国家课程的教学中，
课堂变得更有温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

在过去的两届梦想好课堂评比中，
该区共获得省级以上奖项8项，其中国
家级一等奖3项。该区从第三届“真爱
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开始组
织教师参赛，共获得全国校本课程设计
大赛奖项35项。尤其是再改编、创编梦
想课程的比赛中，全国共有15项获奖，
中原区就有5项，占了三分之一，中原区
教体局也获得组织奖。

用专业化的力量，帮助师生自信、
从容、有尊严地成长；通过梦想课程实
践，促使教师教育观念转变、思维更新、
教学模式改变；通过梦想计划，促进教
师通过校本教研提升专业技能及职业
幸福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打造
学校和区域教育特色……梦想课程所
传递的“多元（视角）、宽容（心态）、创新
（精神）”核心价值观为中原区“品质教
育”内涵提升提供了不竭动力。

“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K歌。”“经
过刚才这个有趣、好玩的环节，大家能
否告诉我，这首歌中所描述的小家庭怎
么样？”在郑州市第六十六中学，一堂生
动的梦想课《我的家人我的家》，以歌声
开篇，用情景剧带学生感悟亲情……

从 2015 年开始开设梦想课程，经
过几年的实践，在该校，从老师到学生，
从课上到课下，从学科教学到课程建
设，都在发生着变化。

学生说，进入梦想课堂，就像进入
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样的课堂，不仅
锻炼了学生团队合作、创新探索等能
力，更让他们变得期待学习、享受学习，
让每个学子都能向阳生长。

老师说，这样的课堂不仅让师生关
系更融洽，也让老师更热爱教学，他们
在实施梦想课程的过程中，积累了更为
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进行了更充分的反
思，因而能获得更好的专业发展。

4年来，一批志同道合的专业梦想
教师团队，带领着学子倾情参与，为他
们铸就自信、从容的梦想和未来。

该校现有24名梦想教师，5名二星
梦想教师，学校把梦想课程纳入学校课
程体系，在七八年级每周开设一节梦想
课程，《共创成长路》《全人教育》《理财》
《去 远 方》《梦 想 剧 场》《缤 纷 课 本
剧》……丰富的课程架构，帮助孩子寻
找内心的热爱。该校教务主任王晓燕
告诉记者，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梦想教
研组，每两周一次集体教研，每学期组
织每人一节梦想展示课和优秀梦想教
师的赛课，让全校师生积极尝试梦想教
育的创新实践，整合课程资源，创新方
式方法，课堂上师生充满信任，促进了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学校多次承办中原区“爱中原”梦想
沙龙活动，梦想团队一起研讨，改进策
略，该校老师也借助梦想沙龙平台，不断
进行思维碰撞，不断成长。学校梦想教
师多次赴外地培训，积极学习，并且认真
参与基金会组织的暑期教练计划等活
动。在“全国 2017年梦想好课堂大赛”
中，该校老师路丛获得全国一等奖。

清音朗读社团用声音带你穿越古

今；咔哒小屋——物理信息社团用科学
制造有趣；泥塑素描书法社团带来不一
样的美感体验；合唱社团用歌声传达力
量；英语梦想戏剧社团演出不一样的故
事；啦啦操社团充满活力和朝气……梦
想课程更多的是在传达一种育人理念
和育人方法，该校梦想团队不断向前，
学习、探索和深化这一理念，并实践和
融会贯通到教学中，梦想课堂渐渐成为
该校探索多元教学、推进素质教育的又
一蹊径。

汝河新区小学 梦想开花的地方

郑州市第六十六中学 乘梦飞翔的家园

汝河新区小学梦想剧场上演快乐模仿秀

郑州六十六中学郑州六十六中学
生在梦想课堂互动生在梦想课堂互动

李喜英指导学生操作电脑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