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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老师

“师情师语”等您来稿
民族复兴看教育，教育振兴在学校，学校发

展靠教师，民族复兴的大任，落在了教师的肩上。
新年伊始，本报推出全新栏目《师情师语》，为

全市一线教师独辟一隅，发表心声和感悟。内容
可以是前沿的教育理念，是老师们在追寻教育梦
想的路上，对教学经验的梳理和总结，在循序渐进
的过程中，沉淀出的对教育独到而个性的理解；可
以是一个个美好的瞬间，是和学生一起成长、朝夕
相处之中，感悟生命的鲜活和生活的美好；可以是
教学感悟亦或是成长记录，记录老师们在践行“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
教育之路上，如何唤醒内心深处向上的力量，让心
灵日渐丰盈而温暖的过程……作为老师的您，请
将浓浓师情娓娓道来。

征稿对象：全市老师
投稿要求：内容围绕主题，重点突出，情感真

挚。字数要求800~1200字。
邮箱：zzjyzk2016@163.com

师情师语师情师语

出彩追梦人出彩追梦人 栏目记者 苏立萌

执笔起，时间在笔尖流逝，上班
已近十年。还记得刚刚开启职业生
涯时，我的学生装亦刚刚退去。拿
起粉笔，走上讲台，面对教室里的孩
子们，初为教师，激动又兴奋，紧张
又快乐，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开卷初，收获已跃然纸上，新教师正在茁
壮扎根。

经过一年身份的转变和学校教师团队的
带领，我学会了停一停，想一想，由简单的行
动变为思考行动相结合。

要想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
的主导作用，除了思想上的转变，还要看到教
育教学方法在其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过
去，对教学方法的了解和认识是不够深刻和
到位的。后来学校组织了青年教师赛课活
动，每讲一次课都是一次新的探索。每次讲
完课，学校领导和教研组成员都会对这节课
进行分析评价。经过不断修改和磨练，我认
识到常用常见的讲授法是十分讲究教师的语
言是否简明、是否生动，能否传授知识，发展
学生的智力。

滴墨绘，制蓝图，定计划，预准备，得益于
此。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校鼓励我们
制定个人成长计划。三年、五年都可，重要的
是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是需要目标、需要规划
的。2014年的时候我申请参加了郑州市赴

边远贫困地区的支教工作。那一年既是奉献
的一年更是学习的一年、思考的一年。我知
道了要分析自己、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提
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善于反思等，这都为我后
来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回到郑州市我不断沉淀自己，挖掘自
己，先后获得校级数学学科优秀教师等多项
荣誉称号。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才真切
体会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中的道
理。

掩卷思，学无止境，成长不止步。
想要更切合学生实际的有机结合教学内

容和教学目标，备好课是关键。备课，不是
“背课”，不仅仅要备知识，更要全面备教材，
备教法学法，备学生，备教师自己。全面备教
材是指除教科书、教师用书外还有课程计划、
课程标准以及阅读参考资料。备学生首先要
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能力基础和
认知特点。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学生、教师、
教育媒介一个不可少。此外，我们必须还要
端正态度，高度重视备课的重要性。

时钟滴滴答答，时光飞逝如马，忆往昔，
一路懵懂，一路探索，感恩遇到生命中在教育
教学之路上帮助指导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无止境，
成长永不止步。

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赵华赟

如何让好的品质在孩子身上占
优势；沿着什么道路才能使我们教育
的学生把高尚的行为作为一种需要；
如何才能把人的道德方面积累起来
的无尽宝贵经验传授给孩子？这些
问题汇总起来，就是一个教育者应该
怎样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问题。

教师甚至学校对个别学生的行
为之所以无能为力，其原因不在于学
生是不可救药的，而在于指导整个教
育过程的方针是错误的。教师只致
力于纠正学生的错误和缺点，最多是
预防缺点。对学生的错误行为采取
一定措施，进行具有说服力的批评，
这些做法，看起来都是为了把学生教
育好。但是善良的动机，或者所仅仅
靠善良的动机，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
果。因为，每对一个孩子进行一次批
评，实际上就是让他又一次加深了他
是坏孩子、恶劣的孩子、十分讨人嫌
的孩子的印象。成年人越认为自己
对某个学生看法根据十足，恰如其
分，就越会给儿童的心灵造成创伤，
越会是儿童走投无路，无所适从。

在面对学生所犯的错误时，教师
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所提的每

一个意见都应该慎重考虑，尤其是幼
儿阶段的孩子。因为儿童的心是敏
感的，这颗心可以吸收一切好的东
西，也可以对坏的东西产生深刻的印
象。

通过实践，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工
作中，应遵循的原则有：首先，善于发
现，并巩固和发展儿童身上一切好的
东西。通向儿童心灵的路，不是一条
只需要教育者及时铲除杂草的、平坦
而洁净的小道，而是一片肥沃的田
地，儿童的各种优秀品德像幼苗一
样，在这块土地上逐渐成长。教育者
应像一位精心的播种者和耕耘者那
样，去扶正那些在阳光中的幼苗和脆
弱的细根，去爱护每一片急需阳光的
绿叶。其次，在对一个集体教育时，
必须了解这个集体中每个儿童的不
同精神世界，细心地教育每一个培养
的对象。

对每一个人的教育是和对整个
机体的教育分不开的，但在一定意义
上，对个人的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一个
特殊领域。

郑东新区商鼎路第一小学 郜松瑞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孩
子们就犹如天上的星星一样，每个人都会发
出光芒，或强或弱，需要老师用心去发现，用
心去感悟。

2020年 9月，按照学校工作安排，我在阔
别班主任工作十年之后再次担任一年级一班
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眨眼之间，和42个小
天使相处了快半年了，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
活泼、聪明、爱说、爱动，有时还很善解人意！
和孩子们相处的每一天，没有什么惊天地泣
鬼神的大事，都是一些在我们成人看来微不

足道的小事，有些甚至不值得一提，但对孩子

们来说，它们就很重要了！所以，作为班主

任，我要用一双童眼去发现，用一颗童心去感

悟，用一颗爱心去浇灌。

我们班有一个小美女，小小的个子，大大

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每次说话眼睛都跟着

说话的速度有节奏地一眨一眨。和她有过接

触的老师都会说她有“公主病”，因为你指出

她的不是，她总会把头扭向一边，噘着嘴，做

出不以为然的表情。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

大部分孩子都把饭吃完了，做到了学校一直

提倡的“光盘行动”。而她呢，先慢慢走过来

跟我说：“老师，我吃饱了！”我看了看她的餐

盘，说：“剩得有点多，再吃五口吧！”她很不乐

意地端着餐盘回到座位上，嘴噘着，手摆弄着

衣角，没有动勺子的意思，我就走过去，说:

“老师看着你，你再吃五口就可以倒掉了！”她

极不情愿地拿起勺子，舀起一勺米饭，慢慢放

进嘴里，嚼了两口，结果连米带口水一起呕吐

了出来，虽然我知道她是故意的，看着她为难

的样子，我想起她已经比原来剩的饭少多了，

成长需要一点一点地来，于是就说：“去倒掉

吧！”她收拾好餐盘、桌子之后，跑过来给我

说：“老师，外面不知道谁倒饭时把饭洒到地

上了！”还没等我说话，她就拿着一卷卫生纸

跑出去了，我知道，她是去擦洒在地上的饭
了！孩子就是这样，像小天使一样单纯、可
爱、善良！这样一个有着“公主病”的孩子，总
会下课时抢着擦黑板、擦柜子、捡垃圾，还会
认真地把图书角的图书摆放得整整齐齐。

“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不错，但前
提是作为老师的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这
些闪光点的眼睛并用心去感悟，做一名优秀
的“星探”！

管城回族区星火路小学 毛俊华

语文课堂上，她耐心施教，带着孩子们一起遨游
在知识海洋，或诵读诗词，或练习毛笔字，或讲解课
文；课堂下，她温暖贴心，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写出真
实生动的作文，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成
长为身体健康、内心健康的阳光自信好少年；校园
里，她亦师亦友，以爱心、精心、细心对待学生，一起
运动、游戏，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是孩子们的“大朋
友”……任教27年来，郭亚红立足讲台，践行育人初
心，用爱温暖每一个学生，是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知
心人。

“当好学生成长引路人，需要教师扎实学识、不
断成长，做一名学习型、研究型的教师。”作为语文教
师、班主任，郭亚红在教学工作中下足功夫、充实自
我，积极参加培训和教研活动，不断探索创新教学方
法、学习更新教学理念，持续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积
极树立奋发向上的师德形象。

在她的语文课上，教学设计新意十足，充分激发
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促使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教
学过程，同时，她还设计了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
启发、相互补充的课堂环节，学生们分享思考、经验、
知识，让课堂充满灵动气息。为让学生更加自信积
极地展示自我风采，她还时常鼓励学生参与校运会、
篮球联赛、校园海棠文化节、六一活动等集体活动以
及各种比赛，引领学生个性发展、快乐成长。

疫情防控期间，身为教研组长，她主动担当，组
织组内老师一起备课，精心安排早读、课前预习、课
后总结、作业布置、课外阅读指导。“期间，我们利用
钉钉班级圈展示优秀作业、活动照片，每周班会进行
表扬总结，组织孩子们一起观看电视直播课、做笔
记。同时，还精心组织爱国教育、思想教育、防疫知
识等线上活动，鼓励孩子们以勇敢积极的态度面对
疫情，以科学态度进行防护，在这场特殊战役中锤炼
品格。”怀揣对学生负责的初心，郭亚红结合学生年
龄特点，丰富线上教学内容，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

辛勤耕耘，绽放芬芳。从教以来，郭亚红所教班
级多次被评为郑州市文明班级，并收获了“郑州市文
明教师”、二七区“新时代好老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奔跑在教书育人路上，她始终饱含热情，与众多教师
扎根一线，传道、授业、解惑，用爱心和责任托起学生
的美好明天。

悉心耕耘 守望花开
本期教师：二七区实验小学 郭亚红

匠心筑梦：耕耘在育人沃土，看着学生快乐成

长，可以清晰感受到教师职业带来的幸福感。立足

岗位，将继续求实进取、创新探索，用心守护学子，用

爱成就梦想。

记得大学第一节课，老师说的第
一句话是：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爱的
职业，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希望大
家先埋下一粒种子。我似懂非懂。

当转换角色来到熟悉的地方，看
着书本上冰心说过的话：“爱是教育
的基础，是老师教育的源头，有爱便
有了一切。”我有了方向。

今年做了六年级的班主任，一切
都是新的开始，让我无从下手，无论什
么方面都想给学生最好的，但是两周
下来，我们班打架的是全校最多的，参
加活动也很不积极，我有点慌了，管理
班级的方式急需改变。请教老教师给
我的经验：优秀毕业班班主任一般扮
演的是“黑脸”角色，但是，很多学生是
很喜爱“黑脸”的，受着班主任的训斥
却很“开心”。这样的情况全都来自平
时对学生的恰当关爱。

我有了思考，六年级的学生是小
学阶段的尾声，进入青春期的阶段，
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老师的爱和关
怀。于是在学习和做人上，我从来不

向学生妥协，无论是谁，只要有违正
道，我都严格教导。但我又真心替学
生着想，教导之时，非常注意方法，非
常顾及孩子的自尊心和承受能力。
作为毕业班班主任，不仅能严格要求
别人，更能以身作则，比学生早到校，
比学生后离校，对全班学生情况做了
一个详细的了解，做到对学生的行为
规范严格要求、对学生的心理焦虑耐
心开导、对学生的实际困难尽力相
助，尤其是对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学
生，更是经常给予援助，经过大半个
学期的努力，班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学校组织的跳绳比赛、拔河
比赛、武术展演比赛中都取得第一名
的好成绩。同学们也越来越喜欢我
了，我也越来越喜欢我的学生了。

爱是教育亘古不变的主题，责任
是教师永恒的承诺，做一名手持戒尺
眼中有光的幸福教师将是我一生的
追求！

郑东新区杨桥中心小学 刘亚芳

我是一名 90后幼儿教师，虽然我还很年
轻，但是面对自己带的一群孩子丝毫没有压
力，因为我有一个让任何孩子都喜欢自己的法
宝：做一个“笨”老师。

“笨”老师让班级更欢乐

为了帮助刚刚进入幼儿园处于焦虑期的
小朋友更快地适应幼儿园，我就用“笨”方法：
假装记不得孩子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孩子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向孩子“哭诉”老师
太笨了，怎么老是记不得你的名字呢！这个
时候，有的还在伤心哭泣的小朋友也会被逗
笑，停下哭泣向老师重复自己的名字，有的外
向一点的孩子说：“你是老师怎么还哭呀！”在
一阵哈哈大笑和小朋友好奇的审视中，小朋
友和老师拉近了距离。我还会请小朋友帮自
己保守老师哭鼻子的小秘密，因为别的老师
知道了一定会笑话自己，小朋友也会觉得自
己在幼儿园哭的事情会被别人笑话，很快就
不会再哭闹了。

“笨”老师让学习更主动

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兴趣是小朋友最
好的驱动力。为了激发小朋友的学习兴趣，
更加主动地进行探索，我会把“我不会怎么

办”“你们愿意帮帮我吗”“快来帮我看看这是
怎么回事吧”挂在嘴边。班上的孩子知道张
老师总是搞不定很多事情，每每听到张老师
的“求救”，每一个小朋友便会闻风而动，伸长
脖子瞪大眼睛拿出十二分注意力，希望可以
帮助张老师解决困难。在一次又一次“营救
张老师”的师幼互动中，孩子掌握了很多技
能，也拥有了迎难而上的自信乐观和慢慢的
成就感。

“笨”老师让自己更积极

不仅在面对小朋友的时候我是一个“笨”
老师，在面对自己的学习工作时，我也是笨鸟
先飞，尽可能地把工作想到前面，做在前面。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花费多一点的时间读书
学习，丰富自己的各种知识以便以后悄悄变
成孩子们眼中的“万事通”，提升自己的技能
以便促进孩子们每一步的成长。在自己的工
作教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向身边的前辈
老师多请教，和班级小组的老师多探讨，教孩
子们要迎难而上积极乐观，自己更要以身作
则，和孩子们在一起，身教胜于言传，就算有
时候孩子看不到，但时间会知道，孩子的笑脸
会知道，每一个静悄悄的成长都知道。

管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 张谊慈

滴答着的时钟

做一个孩子喜欢的“笨”老师
爱护学生敏感的心灵

爱与责任

做一名“星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