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成就了杨征
□罗朝宣

杨征，是我们为港湾小学找到的
第一位好老师。

杨征热爱教育，对学生的爱也是
发自内心的，这是她成长的内生动
力。因为爱学生，她才会重视对学生
的“肤慰”，关注到孩子的内心需要。
学生和她在一起，流露出自然的、发
自内心的快乐。

杨征爱学习、爱思考。本身不是学
经济的她，为了开发财商课程，啃下了
一本又一本经济学著作。又通过不断
反思，把理论内化为实践、外化为行动。

杨征的行动力很强。她带领一帮
教师，经过团队协作，迅速将财商教育
在实践中落地，编写了财商教育操作
手册，形成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并创
设了拍卖会、淘宝节、校园银行等富有
创新性的教育活动。

杨征很有工匠精神，对教育的
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比如说，
学校发行的港湾币，是用真正的印
钞纸制成，简直可以与真钞相媲美，
这都得益于设计过程中杨征认真负
责的态度。

我想，正是这些原因，成就了今
天的杨征，也影响着身边更多的老师
和学生。

（作者系深圳前海港湾小学校长）

听到万梓健要转学回老家的消
息，杨老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
样掉下来，我知道，杨老师对我们的
爱好多好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
杨老师像妈妈一样教我们各种知识，
可不仅仅是数学哦，她就像《神奇校
车》里的万能老师。

（2015届港湾小学学生 贾蓓萱）

杨老师，她知道如何去教——有
趣味、有耐心地去教。学生们也很骄
傲能被杨老师教。两年后的今天，我
再次回首，不能说“三生有幸”，但这确
实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她不是一位伟
人，但在学生心中她“平凡且伟大”。

（2010 届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学
生 王骊斌）

杨征能获评年度教师，是个人努
力和团队合力的结果。既展示了新
优质学校的风采，也呈现出优秀教师
的群体风采。

在我眼里，杨老师是一个“眼中
有光，灵魂有爱”的人。她的勤奋、善
良、真挚，在孩子清澈的眼睛里映照
出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也在孩子幼
小的心灵里播种下未来人生的第一
个梦想。

（2016深圳市年度教师 孙立春）

作为深圳“年度教师”，要师德高
尚，富有智慧，专业超群，创新探索，
具有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质，
为中国而教，为未来而教。同时，兼
具幸福生活的能力，素质全面，个人
精彩，以高标引领教师发展。杨征为
学生搭建了从现在通向未来的桥梁，
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度，为前海自
贸区的第一所新优质学校奉献了非
凡的爱心和智慧。她是深圳培养出
的杰出教师。

（深圳南山区教师发展中心主
任 银艳琳）

两年前，杨征做出了教育生涯中最重
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工作多年的一所深圳
市老牌名校，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地铁保障
房小学——如今的深圳前海港湾小学。

对杨征的这个决定，身边的人都不理
解。当时的她已经38岁，在原来的学校是小
有成就的名师，工作稳定，生活幸福。而新学
校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一切前途未卜。

“让我为之心动的一个原因是，校长
告诉我，在新的学校里，我可以用爱与梦
想去影响更多的人。”杨征说。

就这样，杨征离开生命的“舒适区”，让
自己“归零”，在新的学校开始尝试新的教育。

作为两年教育生活最有说服力的一
个评价，前不久，在2017年深圳市“年度教
师”总决赛中，杨征用精彩且充满创意的
教育实践征服了所有人，众望所归地当选
为5位深圳市“年度教师”之一。

梦 想

杨征至今清楚记得，当初为了说动她，前
海港湾小学校长罗朝宣曾带她去看前海石。

“你看，前海是习大大考察深圳的第
一站，而这里将是前海自贸区的第一所学
校，我们要创建未来学校，培养未来人
才。”罗朝宣意气风发地说。

从前海石看过去，未来的学校近在咫
尺，梦想仿佛也这么近。

尽管听起来有点像“画饼充饥”，但杨
征相信了，怀揣着梦想，来到了这片四周
还没有路的“未来”。

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从前海自贸
区到港湾小学，都还在蓝图上。学校刚开
办时，每天上课，杨征和孩子们耳畔都响
着钢管装卸的“咣当”声。

时至今日，学校周围的路还没有完全
开通。两年里，杨征的车被刮坏了底盘，
车胎爆了3次。

越是这样的环境，越需要对教育的热
爱。“我相信，地铁保障房里住的每一个孩子，
也都是深圳梦的缔造者。”杨征说。

这些地铁保障房里的孩子，父母迫于
生存压力，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更难得
关心他们的学习。对这些孩子，心思细腻
的杨征尽可能给予更多关爱。

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杨征特别注重
对学生的“肤慰”。“这个年龄的孩子，最需
要的是父母的抚爱。”她向记者解释说。
为此，她总是像母亲一样，适度地给孩子
多一些身体接触，摸摸头、拍拍肩，小小一
个动作，却给学生莫大的情感慰藉。

班里的学生中，最让杨征心疼的是思
颖。思颖的爸爸是做小生意的，她每天放
学就守在爸爸的小摊旁写作业，作业本上
常有油渍，身上也总带着油烟味。

杨征每天都会抱抱思颖。尽管她成
绩不好，也经常完不成作业，但杨征很少
责怪她。课堂上只要思颖举手，杨征一定
第一个提问她。下课也不忘跟她聊天，夸
她懂事，会帮妈妈做家务。让杨征欣慰的
是，如今每天都能看到思颖开心的笑脸。

学生铭扬，父母离异，跟着姥姥姥爷
生活，成绩很差的他一度厌学。杨征每次
走进教室都冲他微笑致意，或者走过去抚
着他的头，附耳细说：“铭扬，你很棒的，要
相信自己哦。”一段时间后，杨征惊喜地发
现，铭扬变了。他每天认真预习数学，清晨
满怀期待地向杨征报告。杨征布置的任务，
他都积极完成。每当这时候，杨征也不吝在
他的额头上点个赞，让铭扬开心地笑半天。

还有学生道鑫，每天上学来总是丢三
落四。杨征私下了解得知，这也是一个离
异家庭的孩子，爸爸没有固定职业，还要
照顾道鑫的妹妹，根本无暇为孩子准备学
习用品。为此，杨征上课时忘不了多带一
份文具，悄悄放在道鑫的书桌上。而道鑫
每次看到杨征，都会跑过来抱着她说：“杨

老师，我很爱你！”
面对这样的学生，杨征常常感到遗

憾，觉得自己能做的太少，但她怀着一份
真诚的愿望：“我总要做点什么，要让他们
知道，世界上有人在全心全意爱着他们，
人生是有希望的，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价 值

前海，被称为未来整个珠三角的“曼
哈顿”。在这个国际化的战略高地上，未
来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未来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但
我知道，未来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杨征
说。来到港湾小学，让杨征最兴奋的就
是，她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实践。

在以前的学校，杨征是一位优秀的数
学教师，以简约、灵动、有亲和力的教学风
格，深受学生喜爱。

“我的教育教学，就只能用‘简约、灵
动、有亲和力’来定义吗？”杨征一直感到
很困惑，“我不想一直重复过去，而是希望
对未来有新的期待。”

这两年，在港湾小学，杨征带着一个
年轻的团队，开发一门全新的财商课程。

“我们对21个主要国家的学生核心素
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高
素质人群非常重视财商。在前海这个国
际化前沿，财商教育也是儿童未来最重要
的素养之一。”罗朝宣说。而杨征，就是他
心目中实施财商教育最适合的人选。

问题是，尽管有满腔热情，但对于财
商教育，杨征知之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几乎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

为了做好财商教育，杨征捧起大部头
的《宏观经济学》等著作，硬是一本一本地
啃了下来。她网购了所有能找到的与财
商有关的儿童绘本，用心揣摩。她走访了
周边的各家银行，向专业人士求教，孩子
们最需要哪些金融知识。

两年时间，杨征和团队编写了 4 本儿
童财商课程读本，财商课程获评深圳市好
课程，撰写了 20 多万字的教学资料，完成
了港湾小学财商综合化系列课程的开发。

而与一般的选修课程不同，这门财商
课程的最大特点，是与数学课程完全融
合，既不占用学生额外的学习时间，又让
数学变得更有趣，更加生活化。

“比如，我把股票、保险、众筹等统统搬进
数学课堂，用房价变化学习复式折线图，让孩
子们迷上统计，爱上数学，更懂得生活的不
易。”杨征告诉记者。

去年，在全区首届百花奖课堂教学大赛
上，杨征的一节用房价变化学习复式折线图
的公开课，让她捧得小学数学组一等奖。

这既是一节数学课，也是一节财商课。
课堂上，杨征以身边两栋楼盘为例，让学生提

供购房建议。学生们各抒己见。有的说：“老
师，您应该买前海时代，它在自贸区里，升值
空间更大。”另一个说：“我不同意，前海时代
目前配套设施还不健全，应该买前海花园，房
价便宜，生活也便利。”还有的说：“我觉得，关
键是看杨老师有多少钱，要量入为出。”

很难想象，这样头头是道的分析，出自一
群小学生之口。这也让杨征相信，小学数学
绝不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通过与财商教育
融合，可以给孩子更加多元的教育价值。

连续两个学期，学校都举行了别开生
面的慈善拍卖会。拍卖会前，孩子们走进
前海企业公馆，从一家家企业募来一件件
拍品，然后拍卖、主持、礼仪等全部活动流
程，都由孩子们自己组织。

担任拍卖师之一的，是一个叫亦霏的
小女孩，数学成绩一般，平时挺毛躁。没
想到，一站上拍卖台，她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语言风趣，极富鼓动性，把整场拍卖会
主持得有声有色，她经手的拍品都以高价
拍出。拍卖会结束后，亦霏兴奋地说，她
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拍卖师。

在拍卖会现场，一个学生看中了一盒普
洱茶，可是手上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几个学
生一合计，当场决定“众筹”，一起合资拍下这
盒茶叶。这件事让教师们大为赞叹，随后抓住
契机，把这个实例引入“平均数”的教学中。

如今，学校以财商教育为契机，成立
了港湾少年梦想银行，设计发行“港湾币”,
各班成立分行，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存折。
利用港湾币，学生可以租影院、买草药、调
换座位、与校长共进午餐，在真实的“交
易”情境中学会理财，学会规划与珍惜。

杨征还策划设计了丰富的财商活动：
选课超市、淘宝节、游园会……让学生的
财商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只有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将
来才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杨征说。

影 响

多年前，杨征参与了一项信息技术支
持下的远程PBL项目式学习，与甘肃偏远
山区师生一起在数学教学中关注房价与
人口的关系，探究两地房价差异的原因。

那一次尝试，在杨征的心里种下了一
颗参与教育公益活动的种子。

因此，就在去年，当一个被称为“互+
计划”的教育公益项目负责人找到杨征，
希望将财商课程通过互联网直播，让全国
更多地区的师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时，杨
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杨征和团队
内的年轻教师将自主研发的财商课程、跨
学科教学等一系列精品特色课程进行直
播，让许多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师生可以走
进港湾小学的直播课堂，与深圳的孩子共

享教育、共同成长。
短短一年多时间，全国已经有18个省

份的90多所学校加入了“港湾综合化课程
全国联盟”。

“对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
更需要掌握规划生活、规划人生的能力。”
杨征深有感触地说。

在杨征组织下，学校成立“港湾同爱
公益基金”，学生们将两次拍卖所得的5万
余元存入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学校
和学生。2017年初，借助“互+计划”，港湾
小学与河南兰考的程庄小学结缘，师生们
用公益基金为程庄小学的100多位留守儿
童购买了水杯、彩笔和全套的体育设施。

“在这样的公益活动中，我们不是一
味地施舍，而是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同
时告诉双方的孩子，我们是在共享资源。”
杨征强调说。基于这一理念，通过网络直
播，程庄小学的孩子们也目睹了慈善拍卖
会的全程。捐赠前，杨征体贴地询问程庄
小学的老师，孩子们最缺的用品是什么。

“下一次拍卖会，我们还想通过网络
直播，把程庄小学师生们的手工艺品和土
特产一起拿来拍卖。”杨征说，“这是改变
他们命运的价值教育，要让他们意识到，
贫困可以通过勤劳、智慧去改变。”

如今，学校与程庄小学建立了经常性
的联系，双方的学生通过网络直播一起走
进财商课堂，一起举行“六一”联欢活动。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要让学生明
白，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爱
与梦想。”杨征说。

而如今的杨征，也正用这种创新性的
教育实践，影响着更多的孩子。

也因此，面对“年度教师”的荣誉，面
对鲜花与祝贺，杨征显得很平静。第二天
一早，她一如往常来到学校，开始一天忙
碌的工作。

“这只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但不
是我追求的目标。”杨征告诉记者，“我希
望做纯粹的教育，无论贫富，不计得失，坚
持用非凡的爱做平凡的教育。”

生活中的杨征是一位母亲，8 岁的女
儿正在港湾小学就读三年级。

曾经，杨征的爱人对她选择港湾小学
很不理解。杨征的回答是：“我想要活成
女儿的一个榜样。”让她欣慰的是，虽然自
己基本无暇照顾女儿，但女儿一直健康、
活泼地成长着，跟自己也亲密无间。

这两年，有多少个晚上，当杨征完成
手上的工作，一回头心疼地发现，女儿已
经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睡着了。

“身为教师，我知道最好的教育是陪
伴，但我的陪伴与众不同，我希望女儿能
看到一个平凡却不懈努力的妈妈。我相
信，妈妈努力的身影，有一天会成为她成
长的正能量。”杨征动情地说。

杨征杨征：：为未来而教为未来而教

杨征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
港湾小学数学高级教师，开
发小学基于数学学科的财
商课程，在线分享创新课程
与培训经验，实施财商拓展
活动，资助贫困地区学校；
曾获“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
创新与实践活动”一等奖，
主持参与 6 项省、区级课
题，编著财商教材 4本；信
奉“用非凡的爱做平凡的教
育事业”。

推荐语
她 是 杨 征 ，一 个 把 数

学课上得精彩、有趣的“跨
界”教师，一个热爱生活，
用自己的丰富多彩让教育
充满美感的大写的 、完整
的“人”。她当选为 2017 年
深圳“年度教师”后，有人
点赞说，只有像杨征这样
形象阳光的知识精英代言
教育，才能吸引更多人来
做教师。

记者手记 别人眼中的她

采访杨征老师的过程中，有两点
印象尤为深刻。

一方面，尽管工作繁忙，但杨征仍
保持着丰富的兴趣爱好，没有丢掉对
生活的热爱。学生时代专修芭蕾的
她，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奖，对舞蹈至今
情有独钟、功底犹在。中师毕业的她，
琴棋书画都拿得起、放得下。闲暇时
刻，她或者挥毫泼墨，或者品茗静读。
她还有一手好厨艺，偶尔和学生分享
她制作的糕点。

这一切看似与数学教学关系不
大，却有意无意地让杨征的教育教学

充满了灵动的美感，让她成为学生眼
里充满真情、有亲和力的教师。一定
程度上，也使得她能够走向“跨界”，将
教学与生活联结，开发出极富创造性
的财商课程。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的杨征，从来
不是将自己囿于所教的学科、所在的
学校、有限的学生，而是自觉地把视野
投向更远的地方、更广的人群。因此，
才会舍弃原来优越的工作条件，有勇
气来到一所前途未卜的新学校；才会
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从教学走向教
育，从教书兼及育人；最终才会关注教

育弱势群体，以更大的使命感推动教
育共享。

如今的杨征，能够站在高处俯
瞰教育和教师职业。这使她能够超
越“小我”，升华自己的职业生命，找
到教师职业的价值所在，也更清楚
自身成长中的欠缺，有意识地丰富
自己。

这也启示我们，一个优秀教师，
首 先 必 须 是 一 个 大 写 的 、完 整 的

“人”，须以自身的美好去涵养教育
的美好，以自身的博大去影响学生
的精神世界。

用美好涵养美好

□本报记者 白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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