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因为热爱才坚持，而且因为坚持才热爱。”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田燕

“作为一线党员教师，我时刻告诫自己，我所从事的事业，深藏人民
重托，肩担民族大义，所以，我永远有一种自豪感、紧迫感，始终把自己
置于高标准之上，上好每一节课，批阅好每一份作业，和每一个孩子做
朋友，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郭国栋

“面对学生，我不仅想把知识传授给他们，更愿意传授
他们做人道理以及正能量，帮助学生养成受用一生的良好
习惯。” ——惠济区艺术小学 刘双枝

“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带着对教
师职业的挚爱，我将继续用毅力与智慧，在教育这方平凡而神圣
的舞台上努力追寻、前行。” ——金水区纬三路小学 孙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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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中，学生是最珍贵的花朵，只要用心耕耘、用爱浇灌，必能
芳香四溢。”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 谷冰冰

栏目记者 周娟 李杨 苏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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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不平凡。
从教十余年的谷冰冰，是郑州市第五高级
中学英语教师，她与众多教师一样，每天在
三尺讲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以匠心践
行着教育人的使命。

“家人大多是党员，让我从小就对党员
有了初步印象：努力上进，乐于奉献。”从申
请入党一直到从教以来，她时刻以党员的
高标准要求自己。学生阶段，她努力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热心主动帮助同学，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踏上三尺讲台，她爱岗敬业、
默默奉献，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保持共产
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先进性。

作为英语教师，她对教学设计精益求
精，每节课都精雕细琢，采用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和策略来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
并建立“课前五分钟会话”、班级“英语角”，

强化学生主体意识。同时，充分利用课内
外资源，组织各种文化色彩浓厚的英语活
动，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兴趣。

经过多年探索和创新，谷冰冰教学成
绩突出，有多篇教学案例和论文在各级比
赛中获奖，获评郑州市骨干教师、郑州市优
秀社团辅导老师、郑州市教育局优秀共产
党员等多项荣誉。

2018年，担任高三班主任的谷冰冰甲
状腺出现问题，由于病情紧急，不得不尽快
手术。考虑到学生正值人生的关键节点，
不容有半点疏忽，术后，她第一时间回校上
课。因无法出声，便只能比比划划给学生
讲解；因无法扭头，便只能带着颈托进班辅
导。在她看来，学生是第一位的，作为教
师，要为每一位学生负责。

平等相待、真诚沟通是打开师生关系
的金钥匙。心中时刻装着学生的她，在日
常教学中，努力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
点，总是耐心倾听学生心里话，与他们真诚
探讨。“班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学生，孤僻
偏执、防备心强、情绪管理能力差，但是本
性善良、敢做敢当。为激发学生的学习潜
能，我对他关爱有加，在学习中经常帮他分
析困境及解决办法，潜移默化地教他如何
与他人相处。”后来，这位学生家庭出现变
故，她亦师亦母，帮他谋划未来，指导并鼓
励他大胆尝试。久而久之，他变得自信自
强，懂得感恩担当，并成为一班之长。

“每一个学生都如璞玉，我将以匠心精
雕细琢，使其流光溢彩，绽放魅力。”在教师
岗位上，她正倾注赤诚，助力学子们成就精
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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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教师是教师队伍
中的主力军，是榜样示范带动作用的典范。今年1月，
本报推出《红烛先锋》栏目，陆续走近我市一线党员教
师，至今，已刊出100位党员教师的教育故事。他们在
不同的校园坚守着各自的梦想，只为了同样一个追求，
那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点亮“烛光”，以实际行动守护初
心和使命，以自身的光和热点燃周边教师和学生的激
情与梦想，传承着同一种精神——“红烛精神”。

一名名党员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是知
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更是道德
的实践者和示范者。是他们，在学生心中播下梦想的
种子，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将个人梦想与时代呼唤共鸣
起来。是他们，引领更多教师，带着一份信仰，一份承
诺；一份使命，一份责任，砥砺前行在美好教育之路上。

“红烛”闪耀，照亮教育未来路。百位“红烛先锋”
的故事动人心怀，更多的“红烛先锋”还在闪耀，感
谢你们，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燃烧自己，点
亮他人。感谢你们，让光辉的教育事
业更加闪耀。

田燕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大学毕业后，她通过
招教考试，来到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成为和本专业相符的信
息技术学科教师。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几年后，她站稳了讲台，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2012 年时，她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转型。秋季开学之
前，学校领导找到她，说：“田老师，现在学校不缺信息技术学科
老师，综合实践活动课国家一直提倡学校开课，但是咱们没有
合适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老师，你愿意试一试吗？”刚开始，她
的内心是矛盾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是什么？连教材都没有，怎
么教？专业不对口，教不好怎么办？但是想到自己是一名党
员，想到领导的信任、学生的需要，她果断答应。

一个星期后，教研员要来听她的课。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一晚上没睡，上网把课程相关信息翻了个遍，早上强打精神
上课，可是内容还没讲完，就下课了，她心里咯噔一下：完了。
没想到，教研员说：“田老师很年轻，坚持实践，相信你会热爱综
合实践这门课。”

教研员的话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她想起那句话：不是因为
热爱才坚持，而且因为坚持才热爱。国家没有统一教材，她就
研读国家课程纲要，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活动，到各个学校去听
课并模仿，慢慢的，她开始自己研发课程并实践。多少个夜晚，
学校摇曳到最后的那盏明灯，就是她的。

“走在前面，才能凝聚力量。”2016年，市里要出创客教育教
材，问她能否参加，那会儿她刚怀孕，孕酮比较低，医生建议连
续打 1周黄体酮针。她不顾家人反对，还是报了名。由于教材
编写是封闭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为了找诊所打黄体酮，教研员
半夜开车带着她，走了 1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找到打针的地方。
3个月后，她作为副主编完成了郑州市创客教育课程的编写。

“你的《汉字英雄》课学生太喜欢了，天天在日记里盼望着
上你的课呢！以前上课爱睡觉的同学现在都认真听课，举手回
答问题，变得越来越好了！”老师和学生的反馈让她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坚持，她找到了热爱。作为老
师，她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学生的进步和成长。

田燕相继主持开发14门综实课程，多次在全国、河南省、郑
州市获奖，其中，《校园拍客》荣获全国校本课程大赛特等奖，学
校被评为河南省综合实践活动样本校、河南省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建设先进单位，经验成果在全国、省、市平台交流分享。她讲
的优质课、主持的科研课题也多次在全国、省、市级比赛中获
奖。2021年，她被评为金水区优秀共产党员标兵、郑州市骨干
教师、河南省学科技术带头人。身为党员教师，她更是充分发
挥自己的引领辐射作用，用自己的经验，热心帮助青年教师成
长，辅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各种教学评比中获奖。

“什么才是‘最美’？实实在在、
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平凡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是‘最美’。”
自 2008年执教以来，孙晔一直从事
数学教学工作，以勤奋踏实的工作作
风，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着教师的神
圣职责。

“没有爱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
育。”孙晔认为，爱是源泉，爱是力
量，爱是智慧，所以她一直用自己温
暖的心去关爱学生，用宽容的心去对
待学生，用欣赏的目光去关注学生。

“之前班上有个学生不听讲、不完成
作业，我主动辅导，帮助学生端正学
习态度，树立为自己学习的理念，后
来，学生在学习方面积极主动，养成
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孙晔在教学中
实施“数字化”管理，小到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大到学业进步、学科
活动等，她从多个方面进行积分化管

理，记录学生点点滴滴的进步
与变化。为提高大家学习兴
趣，提高课堂“能量值”，她通过
奖励小礼品，激励学生热爱学
习，在班上形成了竞争向上的
氛围。

一 日 不 学 ，犹 如 落 队 之
雁。为更好地教书育人，她坚
持学习，积累经验。“每年，我都
会购买许多教育教学的书籍杂
志，主动向优秀教师、先进教育
工作者学习，并认真总结反思，
将其内化为适合自己课堂的教
学方法。”课堂上，她创新形式，
通过情景式、浸入式教学，把深
的讲浅、把难的讲易、把易的讲

透，把枯燥问题讲得更生动，增强课
堂趣味性。如今，她把教师“独角戏”
变成了全班“大合唱”，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性和互动积极性，循序渐进地培
养了学生的数学素养。“只要真情付
出，用心教学，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孙晔认为，一个教师，要赢得学生的
尊敬，就要把课上得既扎实又生动；
要赢得社会的肯定，就要拿出优秀的
教育教学业绩。

她用耐心教育和真心付出，收获
了学生的信任。每年的教师节，她的
办公桌上、电子信箱里都会收到许多
来自天南海北的祝福。“我想，一个老
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谈及未来，
孙晔说，她的人生方向，就是守好这
块教育责任田，取得更好的工作成
效，收获更丰硕的育人成果，与学生
一起迎接更璀璨的明天。

在惠济区艺术小学，党员
教师刘双枝是被同事称赞的

“红色标杆”。她用无私奉献、
辛勤汗水滋养一棵棵幼苗，用
丰厚学识、高效课堂托起一个
个希望，尊重、爱护每一位学
生，使他们成长为学有所长、全
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工作中，刘双枝时刻谨记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上好
党员示范课，树立“全面发展、
全体发展、主动发展”的现代学
生观，把学生置于学习的主体
地位，构建出平等、和谐的师生
关系，使学生敢想、敢说、敢问，
乐于发表意见，主动积极参与
交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教
师不仅是‘教知识’，还要教学生如何
发现知识，如何探究和创造。我经常
鼓励学生，要敢于打破常规，别出心
裁，勇于标新立异，使他们能够在课
堂和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真正参与
其中，实现创造性学习。”

面对个性迥异的学生，在教育一
线奋斗三十多年的她始终平等对待，
并处处以“假如是我的孩子”和“假如
我是孩子”来看待学生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以前，在她班上有一名学
生的父母离异，由于缺乏家庭教育，
这名学生沾染了不良习气。“我找孩
子谈心，他哭着说不想读书，因为别
人都有父爱，他没有。我当时内心触
动不已，把他搂在怀里告诉他，老师也
是妈妈。”后来，这位学生改掉了自身
问题，学习成绩也大幅提高。刘双枝

相信，爱是师生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
每学期，她都格外注重学生的养

成教育。面对学生，她不吝赞美，经常
用鼓励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错
误和问题，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为激发学生活力，她还结合学校
每月的“和雅星光少年”评比，在班级
树立榜样，形成人人争当“和雅星光少
年”的良好氛围。同时，她经常利用班
会宣传正能量，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年。

在三尺讲台奉献爱心、播撒希望
的同时，一项项荣誉也纷至沓来：郑
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文明教师、惠
济区优秀教师、惠济区优秀共产党
员、惠济区优秀班主任……“荣誉是
认可，更是动力，我将继续用实际行
动践行责任，铸就教育之魂，谱写爱
生之歌。”刘双枝说。

一面旗帜指方向

一个标杆树希望

一盏明灯照前路

一份坚守显担当

一份热爱润成长

记者手记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朴实的八个
字，却是对郭国栋最好的评价。从踏上教
师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告诉自己，教师是
个良心活儿，多年来，他时刻站在前，冲在
前，做在前，他对学生的热爱，对教学的敬
业，让身边的人很是佩服。

1995年，临近大学毕业时，郭国栋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实现了自己的
理想，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那时
起，他就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
业地做好每一件事。

当老师的第一年，他不仅带着两个班
的物理课，兼任学校的政教员工作，还主动
当起了学校的电工，校园的电路、插板、灯
头，每一处他都精心维护。大家都说，有他
的地方，都是“一路通明”。

刚来到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他就
接下了“重任”，同时带 4个毕业班。至此，
他坚持每天第一个到班，最后一个离班，有
学生心疼他：“老师，您不是班主任，不用来
这么早。”他笑着说：“老师要保证学生有需
要的时候，随时都在。”慢慢的，学生习惯了
他一直都在，习惯了一早就能拿着书本去
找他问问题。课间的时候，下课铃一响，他
也总是忍不住跑进教室，随时为学生解决
问题。他从不让问题过夜，所有的作业、测
试一定当天批改完成，当天带学生总结好问
题，即时解决。学生出现问题，他从不批评、
不埋怨，而是主动帮他们分析问题，找到解决
方法。他说，这是老师和孩子的双向促进，携
起手奔跑，才能跑得更快更远。

那一届的中招考试，他带的班物理成
绩特别好，一个班就出了 7个满分，孩子们
忍不住给他打电话报喜，很多孩子激动地
说：“郭老师，谢谢您，没有您，我从没想过，
自己的物理能学这么好。”很多年过
去了，他的学生依然会记得他当年
的教诲，甚至有的回到母校，也成为
一名老师，和他成为了同事。他们
一见到郭国栋就会开心地说，至今
还在用老师当年教给自己的方法，
管理班级、对待学生，效果特别好。

前段时间，学校作为疫苗接种
点，需要征集志愿教师，得知消息

后，他第一时间从巩义赶回来；去年，他除
了带八年级物理课，做教研组长、备课组
长外，还兼任实验员的工作，每次，他都会
等到全部学生做完实验，把实验室收拾得
干干净净……他就是这样，始终用言行践
行着他的誓言：站在前，冲在前，做在前。

河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
州市教学技能优质课一等奖，河南省骨干
教师、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郑州市
优秀教师、郑州市中招优秀评卷教师、郑州
市骨干教师，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教育
教学先进班主任”、首席教师，所在备课组、
教研组被评为“教育教学先进备课组”“先
进教研组”，所带班级团支部获评郑州市优
秀团支部……他脚踏实地，不愧于党的教
育事业，不愧于党员教师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