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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教师寄语2021年9月15日16版

不管山野乡村，无论春秋寒暑，从事了一种职业，便

用真情唤醒真情，用童心润泽童心，用梦想浇筑梦想。

不管天南海北，无论岁月长短，选择了一项事业，

便用脚步去丈量天地的宏阔，用心灵去体悟人生的精

彩，用智慧去点亮生命的荣光。

这些特岗教师在特别的时光里，成就了人生特别的

精彩；这些年轻生命在青春的奋斗中，传承着师者恒久

的荣耀。

正值桃李满园之际，又到金秋送

爽之时，我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教师

节，这小小的三尺讲台不仅见证了我

青涩的成长，同时也见证了这座乡村

校园的变化。

当时镇上交通不便，所以路远的

孩子无论多小都得留宿在学校。学

校里的老师虽然年轻，但他们上课做

老师很有一套，课下则又变成了大哥

大姐，照顾孩子也不含糊。

当时学校的生活很艰苦，每到

周末老师们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

是一起去三四公里外的隔壁村子

借水，大家挑着担子来回要走四五

趟……即便日子过得清苦，也没有

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放弃，大

家都乐在其中。

每次走进这鸟语花香如童话世

界般的美丽校园，每当校园里回荡着

孩子们悠扬的歌声时，都让我真切感

受到教师的敬业、勤业、乐业、专业的

精神。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和奉献，

才换来了如今孩子在家门口就读的

快乐。我身处其中，也感受到从教的

幸福。

在未来发展的征程中，我一定

会更加珍惜前辈已经取得的成果，

与大家一起做坚毅品格的塑造者、

高尚师德的力行者、素质教育的开

拓者。播种希望与快乐，使我们的

笑容灿烂而迷人；锻造现在与未来，

使我们的名字永恒而高尚。让爱和

责任永驻校园，共同谱写更加灿烂

的明天。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

薪火相传育桃李
□ 王杨颖

2010 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

乡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以特岗教

师身份先后在陈仓区三所农村学

校任教。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11 年来，当

我看到更多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

走出大山时，我的心里是满足的，

也是幸福的。

记得去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

校园里积了厚厚的雪。午饭过后，

我打破常规，号召全校 80多名学生

一起到操场堆雪人。孩子们兴奋异

常，他们分班分组协作，在校园里组

织开展了堆雪人活动。最终每个班

都堆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雪人——

动手动脑，这也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和王老师在校园里画了羽

毛球场地，撑起羽毛球网，学校就

有了专业的羽毛球场地。课间，我

带着学生一起在校园里打羽毛球，

王老师做教练员……一学期的训

练，学生和我的球技都有了快速提

升，很多学生还入选了区级运动会

代表队。

从农村学校走出的孩子，有些

已经步入大学，有些在城里高中学

习。每到假期，他们都会回学校看

望老师，给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听着孩子讲述自己的精彩，看到他

们学业有成，我会很开心地回应，更

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他们是我曾

经带过的学生，我爱他们。

赓续百年初心，做新时期有担

当的教师。我将牢记教育使命，助

力更多山里孩子实现梦想，也努力

成就自我人生的价值。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宝鸡市陈

仓区天悦小学）

守得初心待花开
□ 杜金旦

我很幸运，2016 年成为一名特

岗教师，分配到了家乡江西省弋阳县

港口镇任教。任教期间遇到了教过

我的老师，与他们成了同事。看到他

们，我很有感触：他们从青春到白头

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用自己的光和

热不断编织乡村孩子的未来，一辈子

都奉献给了乡村的教育事业，他们是

多么伟大！

弋阳县是革命老区，是方志敏的

故乡，所以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我

们注重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传承

与渗透。我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带

他们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开

展讲红色故事比赛、朗诵《可爱的中

国》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以此缅怀先

烈。我告诉孩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离不开革命先烈的浴血

奋战。

我努力推进学校特色石头画课

程，学校石头画课程充分利用了当

地活的环境、活的素材，不仅能让学

生在实践中去认识、去了解石头，还

能对石头进行探究发现，进行绘画

创作。我们让学生结合乡村生活进

行绘画，以石头为载体，以自然为蓝

本，在创作中发现家乡的美丽，感受

祖国的繁荣富强。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会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用自己全

部的精力努力带领家乡的孩子收获

灿烂的未来和美好的人生。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弋阳县港口

镇上坊小学）

红色文化“活”教育
□ 江 真

光生天地间，充盈于万物，滋生

于万物。而我的光——教师职业，

亦照亮了我整个世界。

10 年前，我义无反顾选择了教

师这个职业。最初走上讲台的那一

瞬间，我紧张又激动。那时我任教

五年级语文、道德与法治等科目，还

做班主任并协助学校办公。刚入职

的懵懂加上调皮捣蛋的学生，让我

感受到教师的不易。幸运的是我遇

到了亦师亦友的领导、同事，在他们

的帮助下，在“师徒结对”中，我快速

成长起来，并逐渐适应了教师角色，

也树立了终身学习的理念。时光逐

渐流逝，孩子们 40多双明亮的眼睛

里传递的好奇、信任与敬佩，深深地

感染着我。我小心翼翼地在三尺讲

台传播知识、启迪智慧，这小心翼翼

就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感。

10 年过去了，我对我的选择有

了更真实的感受：教师，日日在讲台

上吟诵，月月在课堂里歌唱……这

个职业像一束光，照亮着每一个心

灵。曾经那些年轻气盛的躁动、不

眠不休的焦虑，以及遭遇挫折后的

痛楚，都不及峰回路转的惊喜和浅

尝甘霖的欣喜。

教育路上，我始终对孩子充满

信心和耐心。假如人生再有一次机

会让我选择，我依然会坚定地选择

教师——这个像光一样的职业，充

盈生命，更照亮心灵。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永靖县小

岭中心小学）

光生天地耀人心
□ 刘 轩

2010年，我参加“特岗计划”，来

到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

中心学校任教。当时学校缺英语教

师，我就带四个年级的英语；学校

缺舞蹈兴趣小组教师，我就去教；

学校搞“一校一品”建设，我也主动

承担任务……作为非师范专业的

我，通过各种方法摸索和提升自己

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因为我相

信，只要肯学肯实践，就一定行。

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孩子们从一

年级开始就住校，需要更多的关爱。

老师不只教孩子知识，还要照顾他们

的饮食起居；学校单亲、留守儿童多，

老师会进行一对一帮扶，很多家长不

能辅导孩子功课，老师就连续多年义

务给孩子延时辅导功课……

工作中，老师善于捕捉孩子的

闪光点，为他们搭建舞台；组建各种

兴趣班，让孩子在喜欢的项目中学

习，提升自信，提高能力……作为引

路人，我们还教孩子学唱红色歌曲，

给他们讲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带

领他们观看红色影片，组织党史情

景剧比赛，让孩子了解红色党史，从

中汲取能量。

投身乡村教育就是要如此用

心、用情、用力，要想方设法，才能

绽放不一样的精彩。这就是我的

11 年“特岗”时光，用最美好的青春

陪伴孩子最美好的童年，我觉得很

幸福。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包头市土默

特右旗苏波盖中心学校）

青春最美皆用心
□ 孙 帆

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成

为一名教师。2017年大学毕业后如

愿以偿，回到家乡当起了老师。

我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

九年一贯制学校，班里都是住校

的孩子。第一天上课，我的问题

便是关于梦想：“孩子们，你们的

梦想是什么？”孩子们争先恐后地

回答，有的想做教师，有的想做音

乐家，有的想做消防员……这些

回 答 ，与 我 们 小 时 候 的 梦 想 无

异。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做一

个“筑梦师”。

热爱体育的孩子，我就鼓励他

们参加体育比赛。第一次和他们参

加足球赛时，我陪着他们一起呐喊

助威，看他们拼尽全力，那时我有一

种说不出的感动。

热爱音乐的孩子，我就鼓励他

们去学琴，每一次和他们弹琴，一起

去县里参加比赛，看着他们在音乐

声中变得越来越大方、自信，我的心

中充满欣慰。

孩子们也会说：相信自己，一定

能够实现梦想……

今年教师节，是我从教以来的

第 5 个教师节。最具回忆的路，是

与孩子共同走过的路。我还要继

续努力，不忘初心，陪着孩子一起

成长！

（作者单位系广西龙州县金龙

镇实验学校）

用梦想浇筑梦想
□ 农亚妮

2011 年毕业参加大学生“西部

计划”来到新疆巴州，2012年便在库

尔勒开启了我的“特岗教师”人生，对

教育的热血和梦想支撑着我在这个

陌生的城市只身闯荡。

学校里的学生几乎全是少数民

族，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不高，而起初

我连一句维吾尔语都不会，语言沟通

的不畅让教学工作困难重重。曾经

多少次，我想离开这个让我感觉“压

抑、孤寂”的地方，却因为这里孩子的

纯真和他们带给我的美好，让我深深

感动，选择并坚守在农村，扎根在这

片梨园中。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坚持到

每一个孩子家走访，让少数民族家长

理解并支持我的工作。一次家访途

中车滑进了路边的水渠中，学生家长

赶来帮助我处理事故，接我到家里；

我也带着阿尤甫·克依木的小女儿苏

热亚到家中辅导学习、照顾生活，最

终苏热亚和其他四个孩子一起考入

了“内初班”（新疆区内初中班），达成

了阿尤甫大哥的心愿，收获了他送上

的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成了他们家

的“大女儿”……在我任教的9年里，

先后有 10 名学生考上“内初班”，实

现了用“知识改变命运”。

这些年来，家长们总说，他们的

孩子很幸运遇上了赵老师。但我想

说的是，我是何其幸运遇上了这样一

群可爱的孩子，认识了这么淳朴的少

数民族家长——成为一名特岗教师

我不后悔，在这温暖的梨城中，我收

获了一个小家，更收获了一个民族团

结的大家庭。

（作者单位系新疆库尔勒市阿瓦

提乡中心学校）

“特岗”引我进“新家”
□ 赵玉花

教师的终极幸福莫过于

“桃李满天下”。这些年，总会

有学生回到母校来看我，有的

带着用奖学金买的橘子让我

尝鲜；有的带着女朋友的照片

要我把关；有的带着无法释放

的高考压力请我疏导；有的带

着萨克斯在教室外面等着我

下课，只为吹一首我喜欢的曲

子送给我……

8 年的职业生涯，让我感

到幸福的瞬间不胜枚举。一

开始，幸福是课上课下，亲密

无间的心灵沟通；慢慢地，幸

福升级为共同面临困难，共同

迎接挑战，共同分享喜悦；再

后来，幸福是孩子一届届离开

校园，又一次次追寻着爱和感

恩，回到梦想起航的港湾！

做了 8 年的班主任，我与

学生的关系很近。以往我总

爱呼吁学生“努力学习，改变

命运，出人头地”，但我渐渐地

转变了观念，不再把自己的得

失、荣誉和虚荣心寄托在学生

身上，而更多想要传递给孩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欣赏每个孩子身上不同的

闪光点；我也会把我看到、听

到、感受到的学生优点在大庭

广众毫不吝啬地加以表扬。

当他们得到老师发自内心真

诚的赞扬，眼神里仿佛拥有了

全世界。我想，这种在肯定中

收获的自信，能支撑他们面向

未来的诸多挫折，能引领他们

实现自身更大的可能性，成就

最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安顺

市平坝区夏云镇红湖中学）

幸福人生向未来
□ 刘 燕

2021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作为

教师，我也迎来了从教以来的第五

个教师节。回想 2017 年 9 月参加

工作至今的点滴，我成长了，也成

熟了。

在 乡 村 学 校 任 教 的 时 光 ，让

我最感动的是孩子们的改变，而

让我选择留在乡村也正是因为这

群孩子；看着他们从懵懂无知到

贴心懂事，从贪玩调皮到认真努

力，我从心底里为他们的改变感

到开心。

在我看来，教师这份职业真的

是一份“良心活儿”，我们承担起的

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更是孩

子的未来。刚入学的孩子就像一张

白纸，老师就是带着他们描绘美好

未来的人。上好一堂课，认真批改

每一本作业，深入研究教材以及不

断提升个人业务水平，这都是一名

教师最基础的必修课。

课上我们是师生，课下我们是

朋友，孩子们可以与我分享学习生

活的点滴，也可以与我共同探索知

识的奥秘……我想，只有和孩子敞

开心扉交朋友，才能真正成为他们

的良师益友。

教师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筑梦

人，这更需要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

忘初心，立足实际，用真诚、真情、真

心去认真教好每一个孩子，点亮他

们最朴实又最华丽的梦想。

（作者单位系新疆和田市拉斯

奎镇库勒来克小学）

以真心点亮童心
□ 田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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