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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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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老师

“师情师语”等您来稿

师情师语

主题教育学雷锋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
处可为。”金水区南阳路第一小学的少先
队员们一起谈雷锋、学雷锋、做雷锋，开展

“做雷锋式的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在学
校第二期少年微党课《雷锋精神——永恒
的光辉》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德育处推出
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发动队员观看雷锋
电影、撰写主题征文，号召大家时时处处
向雷锋学习，让榜样的力量引领前行。学
校国旗班的队员们还搜集整理了雷锋的
日记和故事，进行分享宣传，倡议大家用
行动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日记。

金水区四月天小学各中队借助主题
班会观看《雷锋》影像资料，通过“学雷锋
树新风”手抄报比赛，引导学生诉说雷锋
故事、重温雷锋事迹、学习雷锋精神。除
此之外，学校红领巾广播站利用每天中午
入校时间段，精心推出了“红领巾学雷锋”
栏目，整个校园沐浴在感受雷锋精神的文
化氛围中。

“学习雷锋，好榜样……”三月的春风
吹遍校园，管城回族区星火路小学掀起一
股“雷锋热”，各中队以“践行雷锋精神，争
做时代好队员”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中
队辅导员通过国旗下的讲话、讲雷锋故
事、观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办手抄
报黑板报等活动，带领队员了解雷锋感人
事迹，寻找身边的雷锋足迹，在队员的心
中播下雷锋精神的种子，并用实际行动践

行雷锋精神。

多元实践做“雷锋”

身穿安全小马甲，头戴小黄帽，手拿

“文明礼让斑马线”“停”“行”等文明交通

指示牌，引导同学们安全过马路……中原

区百花艺术小学的少先队员近日化身“学

雷锋”文明交通引导员，和保安、巡防队员

一起疏导学校门前的交通秩序。此次文

明交通志愿者实践活动，让队员们真真实

实感受到安全出行的重要意义，更从中学

习到雷锋精神的可贵。队员们表示，要接

起文明交通的“接力棒”，做一个乐于助人

的文明小学生。

近日，金水区金桥学校开展了“争做

时代好少年 立足实际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学生志愿者自备清扫工具，来到南阳

新村街道办事处大桥社区的大桥局家属

院。他们两人一组，分工合作，无论是散

落的烟头、健身器材上的污渍，还是挂在

树枝上的垃圾，小志愿者都一一进行清

理，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受到了小区

居民的高度赞扬。队员们纷纷表示，今后

要继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人帮

起，人人争当时代小雷锋。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党支部在“党建带

队建弘扬主旋律 志愿我先行传递正能量”

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教师和优秀少先队

员代表来到绿荫公园，认真清理广场、花

坛及卫生死角的垃圾，让公园变得干干净

净、焕然一新。同时，他们还向市民发放

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大家纷纷表示，要自

觉将雷锋精神传承下去，把雷锋精神发扬

光大，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

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三小学的“小雷

锋”志愿者们来到学校周边街道、社区、公

园等地，打扫卫生、做文明交通劝导员，发

扬雷锋同志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不仅

为环境美化做出了一份贡献，还深刻体会

到，学习雷锋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

高新区长椿路小学党员带领各中队

少先队员代表近日走进社区、公交站、地

铁站，进行文明志愿服务。社区里，队员

们关爱老人，陪老人聊天，并为社区环境

卫生献上一份力。他们有的扫地，有的擦

拭楼梯扶手、电梯按钮，还有的将垃圾分

类“送回家”。看到焕然一新的环境，社区

居民纷纷竖起了赞扬的大拇指。公交、地

铁站里，队员们也忙得热火朝天，他们分

发文明城市宣传单，摆放凌乱的共享单

车，擦拭公交站牌，捡拾垃圾，给环卫工人

送爱心矿泉水，用行动践行着雷锋乐于助

人的奉献精神。
全国学雷锋日，一群小学生志愿者和

教师志愿者拎着环保袋子在社区里清扫
垃圾的景象，引得居民纷纷关注。这是郑
州中学附属小学春藤路校区“师生学雷锋
志愿者”携手春藤社区共同举行的“‘小雷
锋’在行动，捡跑活动进社区”主题活动现
场。捡完垃圾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一步
是垃圾分类。大队辅导员张薇讲解了垃
圾如何分类后，队员们就根据分类标准依
次把“战利品”投放到不同的垃圾桶里。
社区和学校形成教育合力，让品德教育、
劳动教育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有机结合，
共同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该校将持续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让更多的“小
雷锋”出现，让雷锋精神深入人心。

红色传承树新风

金水区金燕小学“学做小雷锋”队伍
近日来到“毛主席视察燕庄纪念亭”，学习
了解历史，并把那块象征着历史的“毛主
席视察燕庄纪念碑”擦拭得一尘不染。随
后，全体师生一起向伟人致敬。小小解说
员还向路人讲解了当年的情景，收获连连
点赞。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有条不
紊地在附近开展活动，有的捡垃圾、有的
扫地、有的帮助“放飞自我”的自行车找到

“归宿”。通过此次活动，雷锋精神深深地
烙印在每个学生的心中，全校学生积极行
动起来，将知雷锋、学雷锋、做雷锋活动的
热潮吹遍校园每一个角落。

伴着和煦的春风和温暖的阳光，管城
回族区东关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党员老
师的带领下，来到了88岁的老党员尚新华
家里。少先队员和党员老师代表为尚新
华送去了亲手制作的礼物和精心准备的
节目，尚新华的经历深深地鼓舞着每一位
少先队员，少先队员李昕奕表示：“尚奶奶
的故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我们作为
少先队员，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继续坚

持和发扬老党员的奉献精神，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

惠济区艺术小学少先队员代表近日
来到曾参加唐山大地震救援的牛照瑞老
人家中，听老人讲述 1976 年唐山大地震
时的悲壮场景以及全国各路救援官兵的
事迹。老人说，雷锋是永远的时代楷模，
要向雷锋那样，做一颗集体中的“螺丝
钉”，从小事做起，奉献点滴，诠释大爱。
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他们将传承雷锋精
神，让雷锋精神永放光芒，让社会处处盛
放雷锋之花。

学雷锋学雷锋 在行动在行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娟周娟

三月，万物复苏，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一个永恒的主题又萦绕心间，那就是雷

锋精神。连日来，我市各校广泛开展系列学雷锋主题活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学雷锋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深入理解感悟雷锋精神内涵，并用实际

行动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传递温暖和爱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解放路小学
红色故事“红娃”讲

本报讯（记者 魏瑞娟）为让在校学生从小对党的历史有
更深刻的了解，让红色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二七区解放
路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学史中明理”——“红色故事‘红
娃’讲”活动。

活动前期，学校红色宣讲团的“小红娃”走进郑州二七纪
念塔，学习讲解内容及技巧，录制《红色故事红娃讲》视频。
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该视频在各中队进行播放学习，红色的
种子在队员们心中生根发芽。与此同时，校内红色文化墙
前，红色宣讲团宣讲员们带领全校少先队员从开天辟地——
红船精神讲起，走过红色之源——井冈山精神，跨过红色奇
迹——长征精神，穿过红色长箭——两弹一星精神，来到红
色楷模——雷锋精神，走向身边的红色丰碑——二七精神，
感受不断前行的“中国精神”。学校校长艾怡鑫表示，开学第
一课，学的不是书本里的知识，而是让少先队员在学史中明
理，继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锦绣小学
“实战”开启新学期

本报讯（记者 周娟）中原区锦绣小学各中队在校少工委
的组织下，以丰富多彩的开学课程链接寒假实践活动，构建
少先队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为红领巾增添新的光彩，让少
先队真正成为培养“红孩子”的摇篮。

开学第一周，各中队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 红色基因
代代传”主题少先队活动课，引导少先队员树立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朴素政治情感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
理想。同时，学校“创建动感中队 争当红领巾小书虫”的活
动拉开序幕，在辅导员老师的帮助下，队员们绘制阅读地图，
以读书分享等形式启动阅读之旅。为引导队员们继承和弘
扬先辈们革命精神，感受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化，学校持续
开展“红领巾寻访打卡”活动，中队辅导员为队员们整理了市
区周边的红色文化资源，鼓励队员们结合节日小队活动形
式，通过实地走访、寻访先锋模范人物、聆听故事等方式找寻
红色记忆，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坚定理想信念、感知时
代责任。此外，借助“优秀少先队员”“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活
动，学校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日常的校园
活动当中，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从小事做起，树立良好的道德
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经三路小学
多彩科技育人才

本报讯（记者 张震）近日，郑州市科协考察团一行六人
到金水区经三路小学进行实地考察，审核学校“小小科学家
科技创新操作室”的具体条件。

考察组对经三路小学的科技室、微机教室、创客教室、器
材室等功能室进行了全面考察，听取了科学组教研组长的科
技工作汇报。学校校长张仁杰作了前瞻性工作展望，工作组
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据悉，科技教育是经三路小学的品牌
和特色，学校坚持通过实验研究、课题研究、创客教育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创客思维。即将投入使用
的科技楼设计包含卫星厨房、图书馆、中医馆、科技馆、天文
气象馆等，这些场馆能极大满足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校
园里多姿多彩的科技教育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发展
了学生的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学生真、善、美的人格
品质。

金桥学校学生清扫校区路面金桥学校学生清扫校区路面

曾听过一个故事：“幸福”“智慧”
和“爱”三位天使来到人间，一位母亲
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天使们对那位母
亲说：“我们中只有其中一位可以跟你
回家。”母亲决定把“爱”请回家，奇怪
的是，另外两位也跟着进了屋，母亲惊
讶地问：“你们两位怎么也进来了?”答
曰：“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幸福和智慧!”
这个故事使我更加确定，只要有爱的
地方，就有幸福。

在教育中，亦是有爱就有一切！
辰辰宝贝和同龄小朋友的能力发展横
向比较，相对弱了一些，我时刻关注辰
辰宝贝的纵向成长，及时给予孩子肯
定和鼓励。

那天晚上，工作繁忙的辰辰妈妈
第一次来接宝贝，借此契机我们开始
了愉快的约谈。妈妈始终谈论孩子的
优点，在妈妈眼中，宝贝是完美的，接
着询问宝贝在幼儿园的情况。我首先
肯定了妈妈看到的孩子的优点，接着
通过具体事例描述反馈孩子的实际发
展水平，妈妈似乎有些不认同。我微
笑着表达认同妈妈的感受，接着和妈
妈做了一个约定，一起观察孩子的行
为和能力，让宝贝的发展更加卓越，妈
妈欣然接受。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通过手
机、纸、笔等辅助工具，记录孩子的成

长，每周五晚上六点定时和辰辰妈妈
相约在教室里。我首先邀请妈妈分
享孩子在家中的情况，给孩子的成长
进步鼓掌赞扬，给妈妈对孩子的教育
和陪伴点赞。接着通过照片、观察记
录来和妈妈交流孩子在幼儿园游戏
中、生活中的状态和能力发展以及我
发现的孩子在园表现出的潜能，给辰
辰妈妈分享家中跟进培养的方法和
建议。

仅仅一周的观察，约谈结束不久
就收到了妈妈的信息，表达自己的感
动以及对老师的歉意和谢意。老师用
专业的“妈妈心”默默陪伴着孩子，一起
玩、一起分享快乐、一起解决难题……
这些小小的举动，散发着浓浓师幼情，
都被妈妈看在眼里。当读完妈妈的信
息，我明白了，是我的等待、理解、专
业，让妈妈看到了老师对孩子真挚、执
着的爱。愿意真心地和老师沟通，敞
开心扉，真实关注、陪伴孩子的成长。

我们用爱浇灌，用心倾听，共同关
注孩子的成长时，原来家园共育是这
么美好的事情。看到家长、老师、孩子
都在幼儿园的童话世界里，与爱同行，
幸福成长，家长笑了，老师笑了，宝贝
也笑了。

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 司晓莉

爱是什么？ 爱是一个口袋。
往里装产生的是满足感；往外掏产
生的是成就感。

望着桌子上半瓶“京都念慈庵”
止咳糖浆，看着一张纸条上温暖的
小字：老师，这个药很管用。一时
间，心中顿时腾起一股热浪，视线有
些模糊，泪眼朦胧间我看到了 35张
笑脸。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情感
的洪水流动于笔端，谱下我与学生
的“爱恨交织”。

初三的冬季，流感肆虐，我也中
招了。两周过去了，嗓子疼到说不
出话，接连着发高烧、咳嗽。面对学
生，心中甚是着急，在期末复习的关
键时刻自己却倒下了。

眼巴巴地看着班里三十多个孩
子，着实愧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管
理好班级。

那天午休，偷偷溜到班级窗边，
看到的却是：东倒西歪的学生、人声
鼎沸的嘈杂声、胡乱变换的座位，简
直不堪入目。气不打一处来，扯着
乌鸦嗓开始“河东狮吼”，个个成精
的老虎又瞬间变回了小绵羊，眨巴
着眼睛望着我。冲动的后果是我的
喉咙发炎出血，更咳嗽不止。

回到办公室，突然看到桌上的
半瓶药和留下的纸条，眼泪瞬间止

不住了。不久，调皮的课代表悄悄
探了个头，小心翼翼地说：“老师，
对不起，让您生气了。老师，这个
药的药效特别好，您试试，您千万
不要再因为我们……”没等她说
完，我就笑了。一瞬间，所有的委
屈、生气都烟消云散，一群没心没
肺又调皮的孩子们啊，真是让我又
爱又恨。待为师大病初愈，再好好

“收拾”你们。
止咳糖浆，微甜也微苦，正如我

和孩子们的情感，经历过愉快、失
落、痛苦、激动。

在生活学习中温暖的小事，构
成了我们生命的长度，给予他人温
暖，又被他人所爱。甜蜜的“爱恨交
织”，也不乏一种乐趣和成长。我也
慢慢蜕变为一个有办法、有想法、有
担当的班主任，成为孩子们最坚强
的后盾，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

爱是什么？爱是口袋，我和孩
子们分别打开自己的口袋去装彼此
给予的爱；

爱是什么？爱是感受，我和孩
子相互感受彼此的温暖；

爱是什么？爱是成长，我和孩
子们互相成长为更好的人。

中原区回民中学 蔡丹丹

半瓶止咳糖浆中的温暖执着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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