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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师语

教学中，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学生在
课堂上的表现非常积极、热情，于是我们想当然
地以为这些孩子此节内容肯定是学会学扎实
了，不曾想现实狠狠地打了我们一巴掌。

为什么在相当活泼的课堂上积极参与、认
真听讲的学生在课下检测却问题百出，可以说
对本节内容的收获甚少呢？看似“热闹”的学习
场景下，学生是否真的参与其中，是否真的完成
了各项教学环节，是否真的达成了预设的教学
目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静下来深思与研究的
问题。

我所执教的两个班级，学生有着明显的不
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思维相当活跃，另一个班
级的学生属于慢热型，但是这两个班都存在课
上活跃、积极主动参与教学，但课下的各项练习
却惨不忍睹的现象，而这其中更是以女生居
多。这或许是诸多数学老师困惑的地方。

课堂上这些学生表现出来的兴奋，是对教
师设计的多彩情境的反应，还是思维上的活
跃？学生的满足是停留在情感上，还是既有情
感上的也有知识上的呢？

为了弄清楚原因，我曾将这些学生单独叫
出来进行交流，如我所想，他们有一个共同之
处，就是不爱阅读、知识匮乏、缺少生活经验，综
合原因导致理解力差，对于课堂内容听不懂。
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痛，正如自己小时候一
样，特别努力不曾放弃，可是数学成绩依然很差

劲。如今我也面对了一群如我当年的学生，他
们也努力着，可是就是学不会。面对这样的学
生，我给予更多的是鼓励，拿自己的故事与之共
勉。有一天，努力的他们也定会厚积薄发，我们
只需善待他们，静待花开。

其次，这部分孩子课堂上依然积极活跃的
原因，是他们对老师设计的多彩情境很是感兴
趣，与同学交流时，产生情感共鸣，在某一时刻
思维打开有话说，因此给老师造成了一种学会
了的假象。

针对这些现象，教师更应该坚持前测，掌握
学生的学习状况，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对教材内
容进行整合，把情境作为知识的承重墙，让学生
通过知识的迁移，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学习。

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是具有独立意识
的人。有时我们需要有打破教材安排的胆识，
结合学生的具体和实际情况，临时调整教学设
计，最大限度满足学生情感需求和对数学知识
的需求。

课堂上的热闹场景有时或是一种假象，教
师要有抛开现象看本质的深究态度，要结合班
级学生特点设计富有挑战性、富有个性，给学
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在
课堂中真正感到学习的乐趣，真正学有所获，
让热闹的场景真正的“热闹”起来。

惠济区香山小学 贾圆圆

从教已有 32 年的郭洁，是沙口路
小学年龄最长的老师，也是同事口中敬
业、专注、勤勉的好老师。作为一名美
术教师，她以“德”为桨，引领学生全面
发展；以“专”为光，照亮自身前行方向；
以“爱”为帆，助力学生梦想起航。

她是扮靓校园的美容师。在校园
里，随处可见郭洁创作的艺术品，学校
五楼艺术走廊、各楼层楼梯、配电盘及
墙面装饰画等处展示的文化作品创作，

有不少是她的作品。今年，在得知啦啦
操教室需要一幅装饰画后，郭洁放弃假
期、加班加点绘制出一幅灵动的装饰
画，让教室更具美感。

她是教师成长的引路人。作为一
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郭洁总是热心
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她带领美术
老师立足学生个性发展，构建“多维”
课堂，确立了以情境启导法、分层构建
法、链式生成法为主的美术课堂教学

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主体
性、主动性，启迪创作灵感。同时，郭
洁倾囊相授，“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
备课、上课等方法，积极组织观课、研
课、磨课等活动，多次深入课堂听评
课，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力促美术
教学再创新。

她是教育沃土的耕耘者。除了
日常教学外，她还负责“水墨丹青”书
画社团的辅导工作，并多次带领美术

教 师 和 学 生 参 与 各 种 美 术 展 示 活
动。其中，带领美术组在全校征集优
秀绘画作品，举办绘画展；在艺术节
比赛中，有针对性地辅导学生参与书
法、水粉以及社团展示活动；带领美
术教师举行“阳光下成长”主题校园
书法比赛，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热情。

立足三尺讲台，她与时俱进，不
断提高专业素养和育人本领，积极投
身教育创新实践，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和审美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收获
了多项荣誉：在省市区教师基本功比
赛 中 荣 获 一 等 奖 ；多 幅 绘 画 作 品 在
省、市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辅导
近二百名学生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少
儿书画展览、河南省师生美术书法作
品展览及郑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绘
画比赛、金水区各项绘画作品比赛中
荣获佳绩。

“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美术课堂，在
孩子心中种下发现美、创造美的种子。”
手持画笔，郭洁将继续以孜孜以求、善
于创新的精神，描绘着悉心育人的教育
情怀，以多彩美育为孩子们的成长增添
更加绚丽的色彩。

本期教师：
金水区沙口路小学 郭洁

匠心追梦：
作为美术教师，我希望在孩子心中

种下发现美、创造美的种子，帮助孩子们
绘制出更加绚丽多姿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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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情师语》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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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教学感悟抑或是成长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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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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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教师

“师情师语”等您来稿

我的教育初心很简单：喜欢学生，热爱
教育。

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对教学工作
的幸福憧憬，我加入了郑州市实验小学这个有
爱的大家庭。入职之初，繁重的教学任务、生
活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使我禁不住一次次反
问自己：这是自己热爱的工作、理想的生活
吗？渐渐地，教育生活的点滴在心头悄悄汇聚
出答案。

每天，看到一张张纯真的脸庞，听到一声声
清脆的问候，我寻找到了答案；课上，望着一双
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听着一声声恍然大悟的欢
呼，我相信了答案；课间，跟孩子像朋友般聊
天，听着孩子们纯真可爱的话语，我坚守了答
案。我想，或许教师的价值并不是表面有多光
鲜，福利有多优厚，而是这样每天铺满心底的
教育幸福。

作为一名新手教师，我在摸索中处理问
题。记得班里有个学生，上课爱吵闹，后来，在
多次教育下，他虽有了些许转变，但始终对我
有抗拒。我并没有把他对我的排斥放到心上，
而是依旧留心发现他的点滴进步,课上及时表
扬，私下和他谈心。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开

始我觉得你只是在针对我，后来发现你对谁都
一样严格，是我以前做得不好，我喜欢现在上
进的自己。”原来，感受是相互的，教师的初衷，
学生是能感受理解的，此时的我，很幸福。

孤僻内敛的孩子更需要教师的热情关注，
我们要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走出自我评价的误
区。有这样一个孩子，也正是这个孩子给予了
我职业生涯中第一封表扬信和永恒的教育感
动。在一节普通的数学课上，大家正激烈讨论
问题，却被突然的号啕大哭打断。惊讶之余，我
关切地询问缘由，才知道是他没听懂。我及时
抓住教育契机，不仅没有指责他的过激行为，反
而鼓励每位孩子都应该学习他好学的优秀品
质。原来，评价的力量是强大的，看着他阳光自
信的样子，此时的我，很幸福。

高尔基说过：“谁不爱孩子，孩子就不爱他，
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教育孩子。”所以，热爱学
生一直是我坚守的教育理想。教师是个良心
活，我做到了用心尽心；教师是个耐力活，我做
到了坚持不懈；教师是个功夫活，我还需要继续
积累。

郑州市实验小学 杨婕妤

作为一名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特别是当自己
的孩子开始上小学以后，拥有双重身份的我，更加觉得
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张晓风写的《我交给你们一个
孩子》这篇文章里母亲对孩子的爱，以及这位母亲对
学校、对老师的期待。“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
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
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
个怎样的青年？”所以，当自己的孩子上学以后，我多
么希望他遇见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充满爱心、严慈相
济、认真负责呀！

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多数老师都是负责任的老师，
可是，为什么有些认真负责的老师，家长反而不理解、
不买账，学生不喜欢呢？那是因为很多老师都忘记了，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不同的家
庭，而不是一台台读书机器。孩子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成长除了知识以外，
更重要的是包容和爱，他们的成才标准并不是只要成
绩好就可以。

有时候听到年轻老师给家长打电话反映孩子在校
情况，会先指责家长的不是。这样的老师看似认真负
责，其实给家长的第一感受就是在推卸责任。如果你
客客气气地反映孩子的问题，再给出合理化建议，我相
信大多数家长都会认真耐心地配合老师的工作，而且
还会觉得老师确实是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有的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只有“严格”，但我希望我
的孩子遇见的不是一位只知道“严”不知道“慈”的老
师。过分严格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真的很听话，但过
分的严格，可能会抹杀学生对上学的兴趣、对学校的向
往。我认为，这样的老师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管理方
法，把握好严格的度，多关心一下学生的成长，对学生
多一些耐心和包容。

所以我现在总是反思自己，多一些教育智慧吧，
多给孩子一些耐心和包容吧，毕竟十根手指头伸出来
还不一样长，学生是有差异的，而作为老师，我们不仅
要认真负责，更要用严慈相济的方法面对这样的差
异，我们是老师，更是家长，我们需要用爱来包容孩子
们的成长。

管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 司志娟

给孩子多一些包容

做好“爱的教育”成就幸福教师

热闹是否真“热闹”

6月 20日，金水区金桥学校女足在 2021~2022年度郑州市“市长杯”校
园足球联赛中荣获年度总冠军，这是金桥女足第四次蝉联冠军。

一年一度的郑州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由郑州市教育局主办、郑州
市校园足球领导小组承办。比赛中，该校运动员们积极沟通，补位迅速，精
湛的球技、默契的配合、精准的射门、不服输的拼搏劲儿，彰显了金桥女足精
神和少年勇者无惧的情怀。她们额头上的汗珠和互相打气的呐喊无不体现
着高超的足球技巧、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和令人敬佩的团队合作精神。最
终，金桥学校女足以全胜零失球的成绩荣获总冠军。

据悉，足球是金桥学校的特色，该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全国体育联盟（教学改革）示范学校”“河南省校园足球示范学校”，阳
光大课间多次参与省市级观摩活动。该校一年级就设置足球课，全员参与
促进了足球运动在校园的蓬勃发展，学校七位专业足球教师培养了六支足
球队，多次参加省市级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金桥学校女足蝉联“市长杯”冠军

镜观教育 栏目记者 张 震

我们班有个孩子叫小杨，聪明中
带着一些调皮，勇敢中带着一些好动，
因此常犯一些错误，很多老师都拿他
没办法。

一次班会课上，我问同学们：你们
的心愿是什么呀？大家纷纷发言：我
想去旅游，我想养一只小狗……而小
杨站起来说：“我想见妈妈。”话音一
落，教室里骤然安静，同学们都惊讶地
望着小杨，而他却用落寞的眼神看着
我。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颤，想起孩
子虽生活在离异家庭，也不至于见不
到妈妈吧。于是，课后我把小杨叫到
身边问道：“你和妈妈分开多久了？”小
杨说：“大概三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
了我。幼儿园三年我都没有见过妈妈
一次，直到上小学，爸爸才同意我见妈
妈了一次。”原来，孩子见妈妈的权利
掌握在爸爸手中，这让我决定家访，深
入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帮助他解开
心结，完成心愿。

家访那天，当我推开了小杨家的
门，进入家中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
挂的表扬信，那么整齐、那么醒目。我
想起了曾经对同学们说过：只要你攒
够了 10张表扬信，父母就能帮助你实
现一个心愿。原来孩子一直都在默默
努力实现自己的心愿。孩子奶奶把我
领到了卧室，说：“李老师，家里只有我

们三人，他妈妈早就离开了这个家，爸
爸又常年在北京出差……”

由于这次家访没有见到孩子父
亲，于是我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跟
他反映了小杨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我
说：“现在孩子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根
源就是内心缺乏关爱，你们赢了对方，
却输了孩子，都没有把孩子的健康成
长放在第一位。”第二天，我又约了小
杨的妈妈见面，商讨孩子的教育问题，
小杨妈妈说，孩子爸爸接听我的电话
之后联系了她，愿意让她看望孩子了，
以后也会经常陪伴孩子的。

从那以后，小杨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天早早到校，和老师一起打扫班级
卫生，上课也能专心听讲并积极回答
问题，成绩也一直在进步。现在，小杨
眼神里充满快乐与自信，每天看着小
杨微笑的小脸蛋，我内心的幸福与自
豪油然而生，小杨在爱的滋润下一定
会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我
付出一个微笑，孩子会回报几十个微
笑。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
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
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不言春作
苦，只愿桃李香！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李彩

心愿

以画润心以画润心 以美育人以美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