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作一架‘人梯’，让学生向科技高峰攀登；愿做一支红烛，为
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王明甫

“有人问，幸福是什么？我的幸福就是站在三尺讲台，与学生相
伴，育人育己，让桃李绽放芬芳。” ——二七区长江西路小学 徐梦璐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不仅仅包含知识教
育，更要注重情感教育。高中三年是学生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既面临着高考，
又是人生观的萌芽时期，教师陪伴学生的时间比家长还要长，陪伴不是简单的在
一起，而是怀有温情的交流，是陪伴他们共同成长。”

——郑州航空港区高级中学 罗世栋

“我深爱着这片教育沃土，就像轮船热爱海洋。汪汪海洋塑造了轮船乘
风破浪的气魄，教育事业提升了我生命的高度。”

——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学校 杨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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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星期四

郑州教育
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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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对港区发展的坚定信心，对幸福教
育的热切向往，2014年夏天，杨怡华毅然扎
根港区的教育事业。初到港区，她被分配到
未建成区的一所村小。六年如一日，她以生
为子，以校为家，以爱为犁耙，全心全意耕耘
着教育这片沃土。2020年 8月，她来到郑州
航空港区实验学校，一所新建九年一贯制学
校，仍秉持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彰显着一名党员教师
的本色，努力成为一位深受学生喜爱、家长信
任、同事和领导认可的优秀党员教师。

一个优秀党员教师，总是以学校利益为
圆心，勾勒自己的人生轨迹。来到郑州航空
港区实验学校后，杨怡华任教三年级的英语
课，并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德育工作事无
巨细，大到校风校貌，小到学生的举手投足，
这无不责任重大。深知这一工作的重大责
任，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认真完
成各项工作，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努力做孩
子们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
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良好成长环境的营
造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尽己所能、全力以赴，是她执著坚守的
信念。虽然家远在开封市区，每天上下班奔
波 100多公里，但她每天从不迟到早退，甚
至顾不得吃饭，只为不耽误学生一分钟。

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教师会永远奋斗
在追求卓越的路上。秉承“求真务实，精湛
教学”的理念，她无时无刻不在钻研，备课要
备课标、备教材、备学情；上课要严谨、激情、
精彩；听课评课要分析得失、汲取精华，课后
辅导力求知识渊博，学识通达。她还关注全
体学生，尊重学生天性，根据学生情况灵活
调整教学策略，鼓励学生多思考、多质疑，达
成“乐学、会学、好学”的学习目标。

“德为师之本”，她坚守教育的本真，从
爱出发，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浸润学生心田。她从不给学生贴标签，也
决不否定任何一个学生，而是竭力捕捉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因为这些闪光点就是教育的
生长点。她课堂上及时鼓励、表扬他们，课
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闪光点成为他们
理想的翅膀。学生“亲其师，信其道”，逐渐形
成你争我赶的学习劲头，班级成绩名列前茅。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虚。”为促
进专业化成长，她潜心于教育科研工作，认
真参与校本课程编写工作，积极参加各级课
题研究工作，主持的郑州市教科研课题顺利
结项，并荣获一等奖，主持的教科研成果荣
获河南省二等奖，教育科研论文获郑州市一
等奖。她也被评为郑州市教育科研工作先
进个人，郑州航空港区质量提升先进个人、
优秀班主任，郑州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优
秀教师，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多次被学
校评为“文明班集体”。

“不忘初心，匠心前行是我在人生路上
的指南针。”杨怡华用自己对工作、对生活的
热爱，努力践行着一名优秀党员教师的奋斗
之路！下水道堵了、窗框活动了、小朋友的桌椅凳

子坏了……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找徐老师”，是
绿苑幼儿园师生心中最佳的解决方案。面对细
小、琐碎的后勤保障工作，后勤部的徐亚萍永远
面带微笑，积极主动投身其中，贴心、细心地为师
生解决幼儿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家长反映上下学时校门口周边交通秩序混
乱，徐亚萍主动带领后勤部的同事、门卫一起做
地面喷绘的箭头模具，喷画停车位，预埋隔离路
障；每当天气转凉，为了不让师生触碰到冰凉的
门把手，徐亚萍都会及时为门把手穿上“冬装”，
既能装饰园区环境，又温暖师生身心；王老师的
腰不好，小秦老师的手腕受伤了，孙老师工会福
利还没有领……除了挂心在园幼儿外，幼儿园老
师在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徐亚萍也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师生在生活或工作中有任何的问
题，我都愿意与他们一起面对，共同解决，这是我
的工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到最好。”徐亚萍说。

对徐亚萍来说，寒暑假、节假日是幼儿园最
忙碌的时间。暑假期间，作为施工联络人，连续
对幼儿园厨房、教室吊顶、楼梯扶手、户外游戏区
等进行整体升级改造，与施工人员一起沟通修改
方案，更换设施设备；疫情期间，义无反顾奔波在
幼儿园的抗疫一线，紧抓幼儿园的各项消杀工
作，筑牢疫情防控防线，保障师生身体健康；7·20
暴雨之后，面对幼儿园漏水进水的情况，徐亚萍
不仅积极参与善后维修工作，在之前暴雨天气频
发时，她还主动赶往幼儿园查看情况，“我家离得
近，就顺便来看一下，这样才比较安心。”徐亚萍
说。假期没有休息，徐亚萍并不后悔，因为对她
来说，绿苑幼儿园就是她的家，她表示，愿意将自
己的青春热血奉献给绿苑！

今年是徐亚萍踏上幼教道路的第十个年头，
也是她入党的第十个年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一定要切实为大家做好服务。”这句话，一直是徐
亚萍工作的座右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作为一
名光荣的幼儿教师，工作生活中，徐亚萍始终勇
立潮头，担负起国家与民族赋予的使命，在幼儿
园最需要的时候，她总是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发挥共产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

生活在教师世家的徐梦璐，从小就
有一个教师梦。带着对教师职业的憧憬
与向往，2012 年她正式踏上三尺讲台，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教师肩负育人职责，不容有一丝懈
怠。”任教以来，她时常深思，如何在岗位
上发光发热，如何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看来，既然选择
了教师这个职业，就应该全力以赴做好
教学工作，这就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和
善于创新探索的核心素养。”她始终坚
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
平关乎青少年的成长。为提升专业能
力，徐梦璐严于律己，不断提高自己，在
教学中实践积累，用爱与责任引领青少
年健康成长。

“《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倾听

着的教育》等都是我的枕边书，良好的阅
读习惯，让我获益匪浅，对教育学生以及
自己执教学科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她坚持以身作则，
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与学生共进
步，从阅读中收获班级管理和教育教学
经验，并逐渐形成科学有效的教学方
法。同时，她还积极撰写心得，记录阅读
的所思所感所悟。

在徐梦璐的音乐课上，时常可以看
到温馨和谐的画面：她和学生围坐成一
个圈，大家兴高采烈地一起互动、交谈，
在玩乐中感受音乐学科的魅力。为激起
学生学习音乐的浓厚兴趣，她巧妙地运
用生动形象、富有童趣的教学语言，将学
生带入轻松愉快的活动氛围，从音乐本
身出发，把各种音乐元素融入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情境、游戏之中，引导学生发现
美、享受美、探索美，让他们在音乐课堂
上展现风采。

“与学生相处就是一个互相成就、互
相陪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一同
收获，一同成长。”面对学生，她总是耐心
十足，愿意俯下身来倾听学生的内心，读
懂学生，关爱学生，做他们喜爱的“徐徐
老师”。

既然选择了成为教师，就意味着选
择奉献与付出。“胸前有党员徽章，心中有
信仰力量。我将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
行承诺，带好头，站好岗，为教育事业奋斗
终身。”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徐梦璐甘做辛
勤园丁，呵护“祖国花朵”灿烂开放。

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罗世栋深受父亲影
响。他的父亲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罗世栋上初中时的一个年三
十儿晚上，天空还飘着雪花，父亲看到校门
口有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担心丢失，一等
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主人返回。父亲的正
直、善良深深触动着罗世栋，他至今记得父
亲的话：“一辈子都要做个善良的人，做人做
事，无愧于心。”从那时起，罗世栋暗下决心，
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

对于罗世栋来说，老师不仅仅是一份职
业，更是一种责任。作为一名班主任，他课
堂上严谨而不严肃，课下严格而不严厉；他
把教书育人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中，尽力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让每个孩子都学有所成。

文理分科后，一名学生物理成绩有些不理
想，再加上居家网课学习效果不佳，开学之
后，一直郁郁寡欢，不爱和同学交流，不敢回
答问题，甚至一度有退学的倾向。发现情况
后，罗世栋一边主动找他谈心，积极鼓励他，
给他“开小灶”，一边联系其他学科老师，引
导他上课尽量多地回答问题，锻炼他的自信
心。同时，还让他成功参选宿舍长，带动他
多和同学沟通交流，多参加班级活动。慢慢
地，这个学生不仅成绩越来越好，还变成一
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他们宿舍连续五周
被评为“文明寝室”。 家长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多次找到他，要请他吃饭表达谢意。
他笑着回绝，连说：“这是一名老师应该做
的。”他用心去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鼓
励每个孩子参与班级管理，并为他们提供展
示自我的平台。在他的班上，事事都有人做，
人人都有事做。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中，他
带的班一举名列前茅。

罗世栋说，自己刚步入教师岗位时，是
老教师的倾囊相授让他迅速成长，他们的无
私和大爱让自己深受感动，他就决定将这份
精神默默传承下去。作为高中物理教研组
长、高一备课组长的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年轻
教师找到适合的方法，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更
好地教好学生。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向老教师请教，和年轻教师分享。

市优秀班主任，县优秀教师、县师德师
风先进个人、县文明教师、县优秀团干部；多
次在县级、市级优质课大赛中获奖，带领学
科组成员完成县级与市级课题立项并成功
结项……凭着一份信念，他将心中的温情化
作无数份爱心传递给每一名学生，踏踏实实
工作，认认真真育人，无愧于他所热爱的教
育事业。

王明甫是东风路小学的名人。他是
学校信息技术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的先
行者，是打造学校机器人教育亮眼名片
的党员先锋，也是同事们争相学习的模
范教师。

当然，他之所以大有名气，还与他的
教学经历息息相关：这位带领并辅导众
多学生在人工智能比赛中取得累累硕果
的信息技术老师，之前曾是一名语文教
师，是信息技术学科的“门外汉”。“从教
之初，我担任的是语文教师。2001 年，
学校建立了计算机机房。由于当时学校
没计算机专业老师，就把爱学习、爱钻研
的我，临时安排为信息技术老师。”当时，
王明甫对信息技术知识知之甚少。为教
好这门课，他自己购买电脑技术光盘，反
复看，反复学，反复练习，最终从“一张白
纸”成长为专业计算机教师都常来请教
的教学专家。

无论是计算机硬件维修，还是计算
机软件的应用；无论是操作系统、办公软
件，还是图像编辑、视频编辑、声音编辑；

无论是教学课件的制作，还是网站的建
设，他样样在行。“干教育是良心活，要充
满热情和爱心，更要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要时刻牢记教师使命感，在专业领域不
懈奋斗，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谈及教
师职业，已经在教育战线奋斗了 32年的
王明甫感悟颇多。

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他前行的脚
步从不停歇。2010年，了解到人工智能
的重要性，在对机器人技术几乎是一窍
不通的情况下，他毅然开始了机器人教
学研究工作。“起初，程序代码对我来说
简直是‘天书’。那段时间，我生活中只
有机器人，上完课，就来到机器人活动
室，有时干脆睡在机器人活动室。”当时，
他经常请教校外有经验的老师，并上网
查资料，认真了解传感器功能和参数设
置。当机器人真的动起来，并按照他的
程序指令完成第一个场地任务时，他激
动得流下眼泪。

平日里，他更是坚持自主学习，潜心
钻研，带领学生在机器人教育领域收获傲
人成绩：第十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WER工程创新赛中，辅导的学生荣获三
等奖；2018年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小学组WER工程创新赛中，辅导的学生
荣获三等奖；河南省第十八届中小学电脑
制作活动机器人竞赛纳英特智能挑战赛
中，辅导的学生荣获一等奖……课下，他
积极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总
是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小讲座，带
领学生实地参观，了解前沿科技，多年来，
他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开展学生科技活动
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并积极鼓励学生参加
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大赛等活动，在学
生心里埋下科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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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冰心一片待芬芳

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初心如磐育英才

“点亮红烛，努力让自己成
为孩子喜欢、家长放心、同事知
心、领导开心的火种，不忘教育
人的初心与使命，用自己的知识
和爱心，去点亮红烛事业，为教
育事业贡献毕生之力。”
——郑州航空港区绿苑幼儿园

徐亚萍

栏目记者 周娟 李杨 苏立萌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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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倾心付出爱无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