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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追梦人

本期教师：王欢

经开区朝凤路小学

匠心筑梦：

带 着 对 教 育 事 业 的 热
爱，她勤恳踏实地教书育人，
以浇灌祖国花朵为己任，用
青春和汗水成就学生的美好
未来。

教育时讯

师情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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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观教育

6月1日~7日是“中国心肺复苏周”，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开展
了一节特殊的生命教育课程，邀请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赵晶晶
和她的志愿者团队以“关注心脏骤停，生命‘救’在身边”为主题，向孩子
们传授心肺复苏知识。此次活动为孩子们树立了正确的急救观念，让
急救、自救、互救的理念普及得更深远、传播得更广泛。

本报记者 张震 摄

近日，金水区四月天小学六年级全体毕业生齐聚国旗台前，参加
“少年逐梦心向党砥砺奋进新征程”升旗仪式。学生代表为一直陪伴
大家成长的老师敬献红领巾，向可敬可爱的老师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活动中，六年级学生也向学弟学妹传达着成长的收获，同时也给予经验
的传递。

本报记者 张震 摄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颗爱心筑
未来。这是王欢执着追求的教育
梦，也是她任教七年来的真实写
照。

“2014 年 8 月，我走进朝凤路
小学，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从那时
起，我就立志要在这里点燃我的梦
想之火。”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王欢勤恳踏实地教书育人，以浇灌
祖国花朵为己任，严格遵守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要求，认真完成学校布

置的各项工作。面对学生，她认真
负责，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为重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认真落实课程计划，落实教学常
规，立志做优秀教育人。

担任班主任期间，她时刻为学
生的身心健康着想，让他们感受到
学校、班级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鼓
励学生主动融入到集体中来，良好
的班级氛围收获了耀眼成绩，她所
带班级多次获得星级班级、文明示

范班级称号。
探索教学，她也乐此不疲。“面

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差，但教师又
难以在课堂上一次性关注全体学
生操作规范性的矛盾，我通过访谈
找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差的原因，
并最终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有
效提升了学生的操作规范性。”在
审题方面，为有效地缩减学生错误
率，她引导学生通过动手画图、表
格梳理信息等方式做数学题，并将

搜集的与生活相关且有趣、创新的

例子运用在数学课堂，激发学生用

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兴趣，提升数

学运用能力。

“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

一桶水。”一直以来，她坚持学习，

潜心钻研教材，反复研讨新课标，

大量订阅教学刊物，认真做好笔

记，广泛汲取营养，及时进行反思，

转变教育观念，捕捉新的教学信

息，勇于探索教育规律，大胆采用

新的教学手段。并向同科老师学

习教学经验，借鉴优秀的教学方

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

平。同时，作为数学组学科组长，

她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将所学

所获所思用于教学实践，不断创新

学科活动。其中，她带领组内老师

做的郑州市课题《提升小学中年级

学生估算意识的实践研究》《小学

数学动手操作活动有效性提升的

策略研究》成功结项，均获郑州市

教科研成果一等奖；撰写的文章

《数据中的奥秘——基于数据分析

的小学估算教学》一文在第五届全

国数据驱动教育改进专题研讨会

征文评选中获得国家级特等奖。

奋斗在教育一线的王欢，正用

行动践行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

育人田园里浇灌出累累硕果，用青
春和汗水成就学生的美好未来。

古荥幼儿园
环保小卫士走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张震）为倡导环保的生活方式，向社区居民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惠济区古荥幼儿园近日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我有
责，争做环保小卫士”志愿者进社区宣传实践活动。

当日，幼儿园小小志愿者来到了惠济区古荥镇曹村坡村委钓
鱼台村小广场，现场进行的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环节，让孩子们对垃
圾分类又有了新的认识。发放垃圾分类宣传页；向社区居民讲解
垃圾分类标准；宣传讲解垃圾分类的益处；捡拾垃圾，小小志愿者
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实践。此次垃圾分类进社区宣传实践活
动，提升了社区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度、认同度，引导
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科学地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努力营造
人人参与垃圾分类，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践行者的良好氛
围。

港湾路小学
开展非遗文化交流

本报讯（记者 李杨）为进一步提升工作室老师的传统文化水
平，探索德育活动的有效开展，近日，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名班
主任工作室举行了“文化相约 携手共进”交流活动。

朱永锋名班主任工作室邀请管城回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家
衣（被）制作技艺传承人魏祯进行了《福禄端阳——走进传统布艺
艺术》讲座，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为大家介绍了布艺艺术
的历史、发展、现状，还讲述了端午节传统香包蕴含的文化知识。
缝制香包环节，大家一边缝制，一边切磋技艺，经过40分钟的精心
制作，一只只做工精美的葫芦香包展现眼前。此次交流活动旨在
带领工作室成员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体验式德育教育的价
值。工作室成员纷纷表示，今后的班主任工作又有了新思路，一定
发挥好德育教育的作用，更深入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帝湖小学
心理教育护航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周娟）针对目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中原区
帝湖小学近日组织学生上了一节“特殊”的心理课，四位不同学科
的教师，结合学科特点、层层递进地讲述生命健康的不同主题。

科学老师齐高飞从婴儿的啼哭声说起，让孩子们体会到生命
的珍贵。音乐老师张露露通过和孩子们一起探讨石头“粉身碎骨
浑不怕”的气质，使孩子们感受到每个人都很平凡，但并不弱小。
孩子们在叶子上写下愿望、目标、座右铭或生活中的幸福瞬间后，
美术老师张丹丹引导大家把这些特别的叶子张贴成一棵参天大
树，师生一起感受生命的美好。语文老师付真真则和孩子们一起
通过情景式的救人活动，让孩子们明白遇到危险事情，要先保护自
己再帮助他人。通过这次学习，孩子们增强了面对挫折的勇气，学
会珍惜、热爱自己的生命，学校也会继续推进生命教育相关课程，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桃李芬芳桃李芬芳栏目记者栏目记者 苏立萌苏立萌

一个教育者，应该有影响到学生
美好未来的能力。

我是一九七七年出生在农村的
孩子。父亲虽然是中学教师，但对子
女的学习，常处放任自流之态。直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上了初中，
面临中招考试，父亲才慎重地为我规
划未来，他说：“上师范吧，将来当个
老师！”父亲的愿望是简单而朴素
的。他这句话，对我的人生有了较为
深远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将来的路
了。这种起初的想法和愿望，一直伴
随着我走到今天。现在想来，我还为
之骄傲着，为一份始终能保持赤子之
心的职业骄傲。

带着这份初心，我走进了师范校
园。“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师范学
校让我最为受益的一则校训。它高
高地镌刻在教学楼上，让人抬眼便可
望见。于是，我便把它熟记于心，训
诫于行。以至于它在我的教育生涯
中发挥着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自此，
我眼前的道路更加明晰起来。

从师范学校将要毕业的实习期
开始，我就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老
师了。当我立于学生面前，迎着那纯
朴而清澈的眼光时，当那一声声清脆

的“老师好”融化了我柔软的内心时，
当孩子用简朴的薄纸、幼稚的画笔，
为我制作新年贺卡时，我心醉了。醉
在那初为人师的荣光里。就像自己
有了孩子一样，兴奋着，又怕惊扰了
孩子天真无邪、嘴角挂笑的梦一般，
幸福，满足。

这些往事已经逝去几十年，可
是却是我初为人师时，最为美好的
情愫，也是色彩最丰富的画卷。每
当想起这些，我都会像当初一样，笑
起来。最让我怀念的是四年农村教
学经历。当我的周围都是早出晚归
的农民家庭的孩子时，一个信念便
涌上心间：“要让他们读书，改变命
运。”

那里孩子的父母不会说“玉不
琢，不成器”的古语，但却知晓“树不
修不直”的朴素谚语。他们跑到学
校，只撂下一句话：“老师，孩子交给
你了。”在农村教学，是我一生中最
宝贵的时光。它让我积累经验，为
我担当教师职责储蓄能量；它让我
坚定初心，为走上更广阔的天地夯
实基础。

后来，我到县城工作了。县城的
教育是紧张而有序的。学生积极活

泼、见多识广，接受知识的速度也快，
有时还勇敢地提出质疑。这对于教
师自身专业水平，就有了较高要求。
父亲说：“层次高了，水平也要提高！”
我知道父亲说话的意思，想要给学生
一碗水，教师得有一桶水；想要给学
生一桶水，教师得设法成为一条河
流。教师技能的专业性，驱使着我不
断阅读增广见闻。这样在专业方面，
我逐渐开阔眼界，提高管理能力，培
养欣赏水平。

同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在思想深处，有一道闪电瞬间警醒了
我：作为教师，必须读理论著作。这
样教学才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自己
丰盈，灵魂有趣，是一个语文老师制
胜课堂的法宝。“学海无涯、教育有
方。”这是我在努力提高自己之后，得
益最深的感慨。

二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使我由纯
粹变得丰盈，由古板变得灵活。我不
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对于助推
教育发展能起到何种作用。但我切
实看到，学生身上细微的变化，以及
他们求知若渴的光亮眼神。

荥阳市第一初级中学 王丽平

“亲其师，信其道。”面对最鲜活的生命，老
师的个人魅力尤为重要。作为美术教师，我是
带领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使
者，“发现学生之美”“培养师德之美”就是我的
追求。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有意识地发现学生的长处，激发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让他们自主学习、快乐成长，全面提高
学生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

在七年级的教学中，有一个瘦弱的男同学，
在课堂上经常不听讲，做小动作，我反复提醒
他，他依然我行我素。我用心琢磨反思后，发
现他不喜欢老师的理论说教，却异常喜欢动手
创作，每到实践绘画环节，他就显得很精神。

有了足够的了解后，我下课找他谈心。我
微笑问道：“你喜欢绘画、实践创作课程吗？”原
本懒洋洋的他听后立刻来了精神，表示特别喜
欢，告诉我说，他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基本可
以一次临摹成功，还赶紧拿出自己的一幅画作
让我看，我随即好好把他夸了一番，并邀请他在
以后的画作课上为学生作示范，他高兴地使劲
点头。在和他的对话中，我仿佛终于捏住了他
美术学习的“命脉”。于是，在课堂上，我给了
他很多示范机会：例如在讲《小伙伴》一课时，
请他在黑板上为同桌画有特点的肖像，且在他
为同学们示范后，带领同学们使劲给他鼓掌。
他情绪高涨，每次上课前，都积极要求上台示
范，同学们积极向他请教，他在班里成为了画画

“香饽饽”。
“以爱为底色，做一名有温度的教师。”我始

终心怀教育情怀，爱学生，爱学校，是我的工作

准则。
在我从教三年的经历中，有一个阶段印象

最为深刻，那是2020年的秋季学期，这个学期异
常繁忙，有美术学科的学科抽测，有同课异构的
公开课展示，更有已具雏形的版画社团……面
对繁忙的任务，我做了一份学期计划，以期达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

就在这学期稳步向前迈进时，一个突如其
来的任务打乱了我的一切计划——前往教体局
整理人事档案，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学生工作、社
团工作、学科工作都堆积在晚上加班至凌晨完
成。我的压力与日俱增，可每当我坚持不下去
时，就会想起在教室里上课时那一张张喜悦的
脸庞，想起从小到大许下的愿望，想起无数个挑
灯夜战的晚上，想着想着，酸涩没有了，无怨无
悔的暖意充斥心间。

不只是我，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档案整
理这个工作中，那一刻，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凝
聚力，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感到骄傲自豪。
也是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教师”并不止是一个简
单的职业，它还有对学生的责任，对学校的责
任，对社会的责任。

所以，作为教师的我，决心做一个终身学习
的老师，做一个博闻强识、勇于科研的研究者；
做一个平易近人、关爱学生的长者；做一个爱岗
敬业、为人师表的师者。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我将以美为范，以爱为底，践行善美
的教育。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高修路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发现学生之美培养师德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