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一名好老师”是孙
贤的人生理想，做“四有”
好老师更是她一生追求的
目标。自从事二七区外国
语小学语文教学及班主任
工作以来，至今已有 27年
有余，从知识青年成为光
荣的人民教师，从普通的
年轻教师成长为骨干教
师，她始终坚守在教育教
学的一线岗位上。

孙 贤 出 生 于 一 个 人
民教师之家，父亲作为老
一辈党员教育工作者经
常教育她要一辈子传颂
党的信念。她牢记父辈
的嘱托，一心一意投身小
学教育教学工作之中，并
于 2003 年 5 月成为一名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她时刻以自己的人格、行
为去感染学生。把学生教
好，让学生成功，是她最大
的心愿。她认真备好每一
节课，注意设计好每堂课
的教学方法，研究现代教
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
用，注重对学生各种能力

的培养，努力探索在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中落实素质教育的方法及手段，探
索在教育中培养学生能力发展的途
径。工作中，她不耻下问，不断实践，
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努力形成自己的
课堂教学风格，多次在二七区教研活
动中分享教学经验。

多年来，她一直都担任高年级的
班主任工作，时时以爱心、耐心、细心
贯穿始终，去关心每一位学生，精心设
计班级的每一次活动，让他们在宽松、
探求、竞争的氛围茁壮成长。从班级
的凝聚到干部的培养，从黑板报的出
刊到广播稿的挑选，从教室布置到班
级竞赛，不知要花多少心血、牺牲多少
个休息日，但孙贤没有过怨言，总是一
如既住地去完成一件件事情，做好一
项项工作。付出终有回报。经过不断
努力，她所教班级多次被评为市级“优
秀班集体”和区级“优秀班集体”，她也
多次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区级

“优秀教师”。
2017 年 4月，她被查出患了甲状

腺恶性肿瘤，震惊之余，她振作精神，与
病魔抗争，做了甲状腺全部切除术和清
扫术放疗。半年后，经过治疗、休整，她
以更加顽强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一边
带病工作，一边坚持治疗。有人问她：
值得吗？她总是说：值！因为她收获的
是一笔心灵财富，是学校的信任和认
可、学生和家长的肯定和称赞、同事们
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她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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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的乐曲声中，李
婷和孩子们相视而笑，简
单却又浓厚的师生情弥漫
校园……2020 年 9 月，为
响应教育扶贫的号召，也
是受自己小学音乐老师的
影响，李婷主动报名支教，
来到卢氏县朱阳关镇初级
中学，担任音乐教学。

临行前，她的脚突然
扭伤，医生建议卧床休息，
但是，一想到山里的孩子
还在等着自己，她还是决
定按时出发，拄着拐杖站
上讲台。从此，李婷开始
负责全校的音乐课。刚接
触这些孩子的时候，她发
现，有的孩子甚至没有上
过音乐课，所以看见她非
常兴奋。李婷说：“孩子们
清澈而渴望的眼神，给了
我莫大的鼓励，也给了我
坚定的、一心扎根在教学
上的力量。”

根据学生的音乐基础
和自己的教学经验，结合
课程，她确定了教学方向，
从声势入手，让孩子们从

身体开始感受音乐节奏，除此之外，她还
带孩子们到室外上奥尔夫课，从生活中的
音乐入手，让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从什
么都不会到除了演唱歌曲外，还能为歌曲
创设情境、加乐器表演，甚至自编声势分
组表演，并能说出对乐曲的感受……孩子
们的改变让李婷忍不住热泪盈眶。

为了拓宽孩子们的音乐视野，培养他
们的音乐兴趣，她还在每天的大课间活动
中开设了“音乐社团”，给孩子们买了五线
谱本，教孩子们学习电子琴。除了教学活
动外，李婷还经常和同组老师探讨教学
法，分享“深度学习”的教学思想和理念。

学校每一年最大的艺术活动就是元
旦文艺汇演。为了顾及每一个渴望展示
自己的孩子，她结合每个班报名学生的音
乐基础和年龄特点开始选择节目，从歌伴
舞到古典舞，从啦啦操到相声，李婷跟孩
子们承诺，保证每班最少有一个节目。

卢氏的冬天很冷，看着孩子们因为舞
蹈动作需要坐在地上，李婷很心疼，自费
买了地毯，还买了舞蹈需要的道具，利用
课余时间带孩子们排练。元旦文艺汇演
结束后，李婷又带着孩子们参加了合唱比
赛。李婷说：“孩子们参加活动的热情很
高，嗓子练哑了都不放弃，是他们积极的
态度让我在排练时更有力量。”最终，李婷
带领的合唱团获得了卢氏县合唱比赛一
等奖的好成绩。

李婷说：“音乐改变了我，我可以改变
更多人。我要追随爱的脚步，永不停歇。”
她用扎实的音乐知识功底、过硬的音乐教
学能力、高尚的师德，展现了为师者的教
育情怀与道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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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学毕业以后，
张琳芳就回到了家乡——郑
州航空港区，来到绿苑幼儿
园，在这里打开了职业生涯
的大门，种下了幼教梦最初
的种子。

工作初期，手忙脚乱是
常事。但志愿为幼教事业奉
献终身的张琳芳充满了力
量，她抓好每一个细节，根据
幼儿生活习惯研究物品摆放
位置，方便幼儿在园生活；在
各个场所贴上不同颜色的提
醒标记，保障幼儿安全；做好
班级、校园的卫生，不留任何
死角，保持园区整洁卫生的
环境……对于每天总是最晚
回到宿舍的张琳芳，老师们
都已习以为常。“张老师身上
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其他
老师这样评价她。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
定成败。我没有做什么轰轰
烈烈的事迹，但我依然坚守
我的信念，永葆我的初心，把
细节做好，把根基打牢、扎
稳，才能有更好的成长。我
是绿苑幼儿园的党员教师，

我爱我的事业，爱我的孩子们，所以，我更
要时刻对自己严要求、高标准，才对得起信
任和支持我的领导、老师、家长和孩子们，
对的起那一声‘张妈妈’。”张琳芳说。

开会第一个到达会场；写学习笔记心
得认真、深刻，并总能率先提交；积极主动
参加各种党建活动，从不掉队……在教学
工作之外，作为党员，张琳芳也一直保持向
上的态度，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她把党性
放在左胸、把态度放在心中、把努力放在脚
下、把细节放在双手、把同事拥入怀中，不
仅要努力做好一名幼儿园教师，更要做好
一名共产党员！

提到获得优秀教师、骨干教师等荣誉，
张琳芳表示：“我的成长离不开孩子们和家
长的信任和喜爱、离不开园长领导的支持
和鼓励、离不开同事的相拥相助，最好的成
绩永远是下一个，之前取得的荣誉已是过
去时。我不仅不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反
而要愈加提高，在曾经的基础上不断提升
自己，吸取以前的经验，展开新的征程，向
着下一个目标奋进。就像我入职誓词说的
那样，‘我是一名光荣的幼儿园教师，我志
愿为幼教事业奉献终身，踏实做幼教，不负
家长所托，践行绿苑精神，为幼教事业贡献
一切’。”

作为党员教师，张琳芳任何时刻、任何
事情都冲在前、扛在先，以幼儿为中心，不
断在自己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不惧风
雨，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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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党员”二字就是
孙潭潭家人口中最神圣的
字眼，耳濡目染间，她立志
也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终于，这个愿望在她
大二的时候实现了。那一
刻，她立志要用一言一行践
行一名党员的使命和职责。

转眼间，孙潭潭在教师
岗位上工作已经九年了。
九年来，她把自己的愿望和
抱负都倾注在热爱的事业
上，凭着一腔矢志不渝的信
念和热情，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着一名党员教师的
担当。

“脚踏实地，大胆创新”
是她教书育人的座右铭。
她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
师就要有一桶水，还要是长
流水。为了不断提高教学
水平，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
工作，她坚持学习，以新思
路、新方法来指导教学；她
认真备课、上课，争取把每
一节课都上成优质课；她处
处争先，用自己的言行影响
着学生，为学生树榜样……

同事们总说她像个小陀螺一样，工
作起来不知疲倦。她说：“做叶的事业，
就是要全心全力，把别人想到的做得最
好，把别人想不到的做到。”作为学校教
研室负责人，每学期她都会带头上教研
课、示范课，和大家一起互评互学，共同
进步。她不断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转
化为课题研究内容，不断革新教育理
念。事事有计划，事事有落实，事事有
总结，在她和教研组的共同努力下，最
终形成了独具学校特色的“高效课堂”。

她坚信爱是教育的根基，也是教育
的归宿。她热爱每一个学生，也相信每
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她坚持
把每一个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她相
信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种子，在自己爱
心、耐心、关心的浇灌下，每一粒种子都
会开花，绽放出闪耀人生的光彩。

学生总亲切地喊她“潭姐”，有什
么不开心的也愿和她诉说。每一次，
她都会耐心倾听，及时开导，帮助他们
树立信心，找到人生方向。“亲其师信
其道”，因为她，很多学生都爱上了数
学课，平时会在小纸条上给她写感谢
的话和自己的心里话。甚至毕业很久
的学生还会发来短信，那些感谢的话
语，都让她倍感欣慰，更感到了作为教
师的幸福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她说，自己会坚持把教育当做一辈

子的事业，坚守三尺讲台，在
平凡的岗位上书写自己的人
生，做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求
索
创
新
施
教
敢
为
先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禹娅楠 电话 56568187
12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郑州教育
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栏目记者 周 娟 李杨 王 烨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锋红烛红烛

在我市教育系统，有这样一批优秀党员教师代表，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灿烂的人生，以执着和勤奋勾画着教育的蓝图，以扎实的工作和真诚的态度践

行着一名党员教师的光荣使命。他们，就是一直以无怨无悔燃烧自己的“红烛精神”书写师德真谛的“红烛先锋”。

如果您也是一位以“红烛精神”为指引的优秀党员教师，或者您身边有这样一位“红烛先锋”，欢迎自荐或推荐给我们。电子邮箱：zzjyzk2016@163.com。

“点滴的事用心做，平凡的
事认真做，静心做老师，尽心教
学生。”
——航空港区实验学校 刘柏行

“展望未来，我信心倍增，向着更
美好的未来前进；脚踏实地，我坚守
初心，为更优质幼儿教育努力前行；
不负使命，我潜心施教，把党员身份
党员职责牢记心中。”

——航空港区绿苑幼儿园 张琳芳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
教师，支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
的人生选择，但却成为了孩子眼
里的一束光。我会继续为这些
孩子而坚守，让孩子们变得更
好，也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

——高新区长椿路小学 李婷

“如果学生是花，那么我即化
雨，不待春风时润心田；如果孩子
是树，那我就是太阳，缕缕曦光照
人成长。我是一名党员教师，我心
甘情愿把一生放在教育这块沃土
上辛勤地耕耘，播撒希望的种子，
期待收获的明天。”

——航空港区高级中学 孙潭潭

“有一种承诺叫永远，有一种
品德叫奉献，有一种热爱叫坚守。
我愿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树立
好党员先锋的旗帜作用，‘做新时
代的引路人’。我愿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擦亮共产党员的名片，诠释一
名党员教师的炽热情怀。”

——二七区外国语小学 孙贤

普通平凡的小事，历久弥
坚的初心。她教学有路爱为
径，育人无涯情作舟，她以高
尚的师德、坚定的信仰谱写对
党的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忠
诚。她就是郑州航空港区实
验学校党员教师刘柏行。

沐浴党的光辉，孕育教
学之花。刘柏行在教学中用
爱与真情为学生保驾护航，
倾心呈现最好的课堂。她不
忘入党初心，牢记育人使命，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认真做
事只能把事做对，用心做事
才能把事做好”。课堂上，她
会让学生分享自己喜欢的名
著或文学作品，讲到枯燥的
文言文，她还会视情况精心
设置课本剧、讲故事、唱歌等
环节，她的课堂总是充满欢
声笑语。

沐浴党的光辉，滋养敬
业之花。学校成立初期，刘
柏行投身学校各项工作中，
勤劳笃实，赤诚奉献，以满腔
的热情对待学校的大小工
作，勇挑重担，开拓奋进，为
学校的发展辛勤耕耘。第一

次负责学校宣传工作，她精益求精，把实
干作为责任，创建了学校官方美篇号，组
织创办了校报《青葵》和校刊《福地》，并联
系广告公司设计校内外宣传版面，让学校
的精神文化在每一面墙壁上“说话”，彰显
学校鲜明特色。学校组织架构调整，第一
次做资源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她严谨负
责，认真勤恳。校园里时常见到她在教学
楼巡视节水节电的身影，在校园关注花
草、关注卫生的身影，在各办公室统筹协
调的身影。她以自身行动践行着为大家
服务的宗旨。

沐浴党的光辉，绽放生命之花。一
名党员一面旗帜。作为党员教师，当疫
情再度来袭，学校就是大家抗击疫情的
主战场。作为资源服务中心负责人，她
主动配合学校安全中心做好疫情防控消
毒工作，按要求及时购置口罩、免洗消毒
凝胶、红外测温仪等物资，制作防疫宣传
版面，勇担值班责任，认真传达学校防疫
小组的部署安排，并切实做好校园防控
督察工作。她以自身行动带头做好疫情
防控，时刻待命，确保学校师生有需求能
及时解决，圆满完成值班任务。“相比很
多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我所
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努力保障校园的安
全、卫生，无论是工作职责，还是党员义
务，我都责无旁贷。上下同欲者胜，同舟
共济者兴。”刘柏行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她获得郑
州市普通中小学“德育创新先进个人”，郑
州市“一师一优课”一等奖，郑州航空港区

“师德先进个人”“青年岗位能手”“最美青
年”等荣誉，所带班级也被评为“郑州市文
明班级”“郑州市书香班级”。飘扬的党旗
照亮前行的路，作为党员教师，刘柏行将
继续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奋斗为笔，
书写美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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