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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教育追梦人

本期教师：邢 丽

郑东新区畅和街小学

匠心筑梦：

用爱浇灌花开，用心培育
桃李。立足三尺讲台，她将持
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改进教
学方法，关爱、尊重每个学生，
力争成为孩子信任和认可的好
老师，助力学生勇敢追逐出彩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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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邢丽带领的班级，每天的学习生活伴
随着“郎朗读书声”活力开启。

“为培养学生阅读习惯，让学生积累知
识，每天一早，我会和学生们共同阅读，与大
家一起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让学习生活更
加充实。”作为班主任、语文教师，邢丽格外
注重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以身作则陪伴阅
读，并时常鼓励学生合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阅读，做爱读书、会读书、善读书的好少年，
在知识海洋中收获成长。

“好的阅读习惯对提升写作水平也有一
定的助力。”邢丽认为，在语文教学中，作文写
作一直是重点、难点。为提升学生的写作兴
趣，让学生们主动练笔，除了通过阅读唤醒视
野、积累素材以外，她还引导学生走进生活、
观察生活，随时随地记录生活中的精彩。

课堂上，邢丽还结合学生年龄特点进行
有针对的教学。“现在带的是五年级，相比活
跃的低年级学生，五年级学生们的课堂表现
力不强。为引导学生热情积极地参与到课
堂之中，加强课堂互动，创设课文情景，增设
互动情节，鼓励学生回答问题，并主动融入

一些课外延伸知识，让课堂内容丰富起
来，增加课堂趣味性，引发学生探究主动
性和学习积极性。”其中，在学古诗时，她
让学生提前搜集古诗作者的小故事和相
关资料，了解当时的创作背景，帮助大家
把握作者情感、理解古诗内容。

“一个班级是一个大家庭。班主任
作为班级带头人，要为人师表，时刻规范
自己的言行举止，关爱、尊重每个学生，
才能成为孩子信任和认可的好老师。”每
天校园跑操时，总能看到邢丽与学生们
一起奔跑的身影，她用行动提醒学生锻
炼身体，用陪伴诠释爱的教育。

她深知，班主任不仅是班级的组织者和
管理者，是联系各科教师的纽带，更是学生
幸福成长的引路人。自 1997 年任教以来，
邢丽下足功夫、潜心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
法，耐心细心了解班级每个学生，用心高效
地做好班级管理工作，为孩子们创造和谐的
班级氛围。

“面对班上调皮的学生，我总是耐心交
流、及时沟通，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用正面

引导、鼓励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错误，并
帮助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在她的精心培
育下，学生的班级荣誉感和责任感明显增
强，学习热情也持续高涨，打造一个团结、向
上的班集体。

站在教育一线，邢丽表示，将持续提升
自身专业水平，改进教学方法，和众多教师
一起坚守在三尺讲台，为孩子们插上智慧的
翅膀，助力他们追逐更出彩的未来。

长椿路小学
家长课堂助成长

本报讯（记者 魏瑞娟）近日，高新区长椿路小学四三班学
生家长代表走进课堂，围绕月相变化规律和月球的结构特
征，讲述了月亮阴晴圆缺以及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为学生
们带来一堂充满趣味的科学课。

上弦月、娥眉月、望月、残月……课堂上，家长代表用生
动形象的例子和通俗易懂的表述给学生们讲解月球的运动，
学生们兴致盎然，认真观看，积极讨论，踊跃回答问题，课堂
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家长课程不仅增强了家校协同育人合力，有效推进
了家校工作，也让学生收获了别样精彩，为学生们快乐成长助
力。

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劳动实践乐趣多

本报讯（记者 张震）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理
念，提高学生道德素养，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日前，郑州市
第七十五中学组织开展劳动实践系列活动，培育学生劳动
观念。

据介绍，今年 3月 12日植树节以来，该校在开展认领养
护校园树木活动的同时，还在校园开辟劳动实践基地，设置
各个班级劳动园，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班级劳动基地
进行自主管理，开展松土、刨坑、种植、管理等一系列劳动实
践活动。如今，走进校园，时常可以看到学生结伴到班级劳
动园地捡拾树叶、浇水、种植的身影，让学生在感受劳动乐
趣的同时，种植绿色、保护绿色，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勤俭、奋
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职业体验育素养

本报讯（记者 魏瑞娟）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念，近
日，郑州大学实验小学开展“我是校园小主人”岗位体验活
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活动当天，在班主任及劳育教师的组织下，学生对校园
保安、保洁、校园维修、图书管理、仓库管理、餐厅综合服务等
工作岗位进行职业体验，了解不同职业的特性。期间，学生
积极学习各岗位的工作标准和要求，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开
展各项工作。

岗位体验结束后，学生还根据自评表进行自我评价，并
在班级交流分享一天的岗位劳动体验感受和收获。此次活
动，让学生从岗位体验中感受到劳动的乐趣和意义，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
活。

栏目记者 苏立萌

日前，“生命树童书网·小圭璋”插画展暨“绘本点亮童年，阅读温暖生
命”全国绘本巡展郑州站开幕仪式在金水区四月天小学举行。开幕式上，
该校师生带来了《贝加尔湖畔》演奏、《小青虫的梦》绘本剧等精彩节目，以
及绘本《这个故事里没有龙》课例展示，用立体、多元的方式展示学校特色
课程，分享学校绘本课程开展成果。 张震 摄

作为三年级的小学生，各种学习习
惯还不够成熟，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自我
约束力比较弱，需要老师不断地督促、提
醒。所以，开学之初,我就与学生一起制
定了“创意币公约”，以此来督促孩子们
的各种行为习惯。例如：我给学生规定
到校时间，如果学生早到并且表现比较
好，比如到校读书或者自己主动学习，就
可以得到创意币，他们可以用得到的创
意币和我交换礼物等。就这样，坚持了
一个学期之后，班里学生的行为习惯有
了很大的改善。如：学生在开学之初，进
教室没有办法做到入室即静，张口读书，
通过最近两周的观察，我发现学生已经
能够管好自己，做到进教室就学习，并大
声朗读课文；学生之前是铃声不响不进
教室，现在可以做到提前进教室等。小
小的创意币，在教室里发挥了无穷大的
力量，让他们能够督促自己，获得点滴进
步。

某一天，我们班的陈爽对我说：“老
师，我想考好成绩，我想及格。”

此后，他开始改变了，每天上课不说
话，竟然开始抄词语、记日积月累了。我
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是因为我上课没
有批评他，对他笑了。

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从此以
后，我就变成了学生嘴里最爱笑的老
师。

有次午餐的时候，班里一个学生因
为生病不舒服，饭菜一口都没吃。趁着
空闲，我去买了几个鸡蛋糕，让他去我办
公室吃，结果消息不慎泄露，班里大多数
学生就吵着说也要吃。正好当天下午，
我们要进行武术操汇演，我就跟学生说：

“拿到奖了，明天中午一人一个鸡蛋糕。”
结果学生们还真得了一个第三名，那能
怎么办？发奖吧！

就这样，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
胜利的鸡蛋糕。他们也从内心深处认识
到班级是一个整体，大家是一家人，应该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其实，孩子们都是可爱的，只是他
们每个人明白道理的时间有早晚，有先
后。只要跟他们好好说，他们都会明白
的。就像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孩子
们都是祖国的花朵，而我想说每个孩子
都是不一样的花朵，绽放的花期各有不
同，作为一名守护他们的人，我愿意静
待花开。

郑东新区杨桥娄庄小学 郝景焕

情感需要情感陶冶，爱心需要爱心熏
陶，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更应该
把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迁移到对学生的信
任、尊敬和热爱上。

今年我带的是一年级，大部分学生乖巧懂
事。唯独有一个孩子上课经常迟到，课堂上小
动作也特别多，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而且不讲
究个人卫生。我本来想跟家长面谈，很遗憾约
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能跟他妈妈电话沟通。
了解到孩子的父母工作忙碌，平日里根本没有
时间照顾孩子的生活，辅导作业更是谈不上，
谈话期间，家长也时不时流露出很多的无奈。
挂了电话我长吁一口气，同时陷入沉思。

孩子还这么小，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我想到了用表扬信来鼓励他。表扬信在我
们班是非常神圣的，只有积极发言得够20个
小印章、小测试满分或者有非常大的进步才
能得到，使用表扬信可以做一些小交换，比
如免写作业、当一天小老师等。于是，我一
直在寻找跟他谈话的机会，恰好一次数学课
后，我发现他剪了头发，便趁着大课间把他
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老师发现你今天这
个发型好帅啊，但是呢，要是衣服再干净整
齐一点儿那就更酷了。”他说：“是吗？”还不
好意思地笑了。我赶紧说：“那当然了，不仅

如此，咱们班还有几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你
上次在数学课上的发言特别精彩，他们都为
你默默点赞呢！”他睁大了眼睛：“老师这是
真的吗？”我赶紧说那当然。令我出乎意料
的是，他紧接着说了句：“老师，其实我还能
回答得更好呢！”我赶紧点点头说：“这一点
我绝对相信。不光如此，我还期待你能穿戴
整齐地站在讲台上领表扬信呢。要不然咱
们俩打个赌吧，我猜得用一个月时间。”他
说，顶多 20天。于是，我俩的赌就这样打下
了，赌注就是，我赢了，他以后按时完成作
业，他赢的话，不仅可以得到表扬信，还可以
当一天小老师。自那以后，在我的监督下，
他的个人卫生慢慢有了改变，上课开始举手
发言了，只要是他举手，我都会尽量提问他，
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力地表扬他。孩子真
的在一点点地进步，虽然他至今还没有得到
那张表扬信，但是我真的为他的改变感到开
心。

其实教育就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热
爱。作为一名教师，既要关心爱护学生，又要
严格要求学生，可能你一个鼓励的眼神，都会
温暖他小小的心灵！

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 王利利

这个标题是我在《意林》上看到的，当
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甚好，一定要
借取过来为我所用。

因为我的课每周每班只有一节，所以
在每周下课时，我都会说：“课下，各小组一
定要把自己小组的建设表格完成，我们下
一周要进行展示。”然而，昨天下午我到教
室，各小组已经提前换好了座位，我也让同
学们开始自主展示。第一小组的展示赢得
了阵阵掌声，第二、第三小组亦是如此。

在其他组精彩展示的时候，我看到第
四小组有一个学生不停地与旁边的组员
说笑。“你们小组全部都起立。”我说道。

他们小组起立后，一脸懵地看着我，我说
道：“你们小组两个组员在干与上课无关
的事。大家都应该记得我说过，小组结合
后，要团结一心，荣辱与共。”他们并未说
什么，选择陪那位同学一起站着。

随后，我让他们小组读一下自己小组设
立的组规，本想着他们组念一下就可以，巧
的是，那个建设表格正好在两个说笑的同学
那里，他们两个把表格你推给我，我推给你，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不读！你读！”最后
把表格送给本组其他成员了。

看到这儿，我虽然很生气，但我认为发火
解决不了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正确纠正孩子

的行为。
我定了几秒，接着问那两个学生：“你们几

个是不是一个互助组的？”他们点点头。
我又说道：“这个表格是不是你们所有

人参与整理出来的？”他们又点点头。“那既
然也有你们的一份努力，你们为什么还这
样相互推脱呢？你们坐下来好好思考这个
问题吧！”

下课后，在我刚要走出教室的一瞬间，
那两个孩子红着双眼对我说：“老师，我来
承认我的错误了，我不想我们小组其他成
员因为我俩调皮而跟着我们两个一块儿接
受批评。自己的事自己承担，我已经给我

们小组成员说过对不起了。”看着他们红红
的眼眶，我觉得他们明白了什么是小组的
团结性。然后我安慰道：“你来承认错误，
说明你已经明白了，小组是一个集体，是需
要我们共同维护的。不要哭了，我相信你
们小组今后会建设得更加团结的。”

这件事沉淀到现在，令我忽然想到他们
相互推脱的原因不仅是怕受批评，也可能是
他们认为自己读得不好，怕给小组丢分。想
到这里，我庆幸的是，当时选择了和他们一
起分析情况，把话说进了他的心里。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王群强

岁月无垠 润物无声 相信种子 静待花开

把话说到对方心里你就赢了

镜观教育镜观教育

近日，郑东新区商鼎路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研学活动走进象湖生态湿
地公园，将实践活动与课本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用文字或图画记录研学发
现与收获，进一步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丰富学生生活体验，有效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 苏立萌 摄

三尺讲台绽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