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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21年9月29日新闻新闻

江西省举行2021年中小学
生“四史”知识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吴承标 朱海明） 9

月24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省中

小学德育工作办公室、江西教育传媒集团

承办的江西省2021年中小学生“四史”知

识（红色文化专题）竞赛省级笔试举行，本

次比赛以“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

为主题，全省近600名中小学生参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江西省教育厅组织中小学校开展以

“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宣传教育 11

项活动。“四史”知识（红色文化专题）

笔试竞赛是党史学习教育、推进“党史

进校园”学习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采取校

级初赛、县市级复赛、省级决赛三个阶

段循序推进。

据悉，自 2021 年 3 月启动全省中小

学生“四史”知识（红色文化专题）竞赛

活动以来，江西省中小学生通过“江教

在线”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答红色文化

题目。全省共有830余万人次师生参与

线上学习和答题，持续掀起了“四史”学

习热潮。经过前期校级初赛线上答题

比拼、县市级复赛，共有近600名中小学

生脱颖而出，进入省级笔试决赛。

浙江衢州：劳模工匠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彭雪卿） 9 月 16

日，浙江省衢州市“劳模工匠进校园”首

场宣讲活动在衢州市实验教育集团新

湖校区举行，这标志着该市“劳模工匠

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是衢州市

总工会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协同育人

的一次探索，旨在通过该活动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劳

模、工匠精神在校园中扎根、开花、结

果。全国先进工作者、衢州二中党委书

记潘志强，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九大

代表吴坚等 4 位劳模工匠用生动、朴实

的语言，为师生作了精彩的报告。

“劳模工匠是全社会的财富。劳模

工匠不仅要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杰出的

贡献，还要引领更多人、更多群体诚实

劳动，多作贡献。”衢州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徐雄强说。

北京工艺美术学会青少年艺
术与设计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9月22日，由北京市朝阳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牵头，北京中学、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等9所朝阳

区中小学共同发起的“北京工艺美术学

会青少年艺术与设计专业委员会”正式

成立，该委员会首次吸收10家发起单位

为学会单位会员。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专委会的

组织架构和初步工作构想，民间工艺美

术大师滑树林讲述了他与青少年教育、

传承非遗传统文化的不解之缘。

据悉，青少年艺术与设计专业委

员会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工艺美

术传承和创新、青少年艺术与设计等

方面的教育活动，让青少年有更多机

会与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面

对面交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搭建更

多新的美育平台，并将为中小学“非

遗”传承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提供工艺技术、专业场所和专家资源

的全方位支持。 （师闻）

《晨诵暮读·小学语文分级
朗读》出版

本报讯（记者 黄浩）日前，《晨诵暮

读·小学语文分级朗读》丛书由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套丛书倡

导以“朗读”的方式，为学生开展有“声”

有“情”的深度阅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丛 书 包 含 小 学 一 年 级 至 六 年 级

（上、下）共12册，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小学语文名师王崧舟担任主编，30余名

语文教研专家、教学名师、语言艺术名

家共同编创。

据了解，丛书选文与现行统编语文

教材的单元编排体例相对应，题材广

泛、文体多样，包含儿歌、童谣、韵语、绕

口令、寓言、童话、现代诗、古诗词、现代

散文、经典古文等，适合学生在晨读和

课后朗读使用。

只想做农村教育的“守望者”
——记湖北省广水市李店镇张杨中心小学党员教师连艳玲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最美党员教师最美党员教师

一直梦想当教师的连艳玲在

1996年9月“梦想成真”，那一年她被

分配到湖北省广水市李店中心中

学。连艳玲还记得，当时农村学校条

件十分艰苦，灰突突的墙，脏兮兮的

地……但连艳玲忘不了孩子们的眼

神——那是对知识充满渴望的神

情。那一刻起，连艳玲就坚定了在农

村坚守的信念。

这些年来，连艳玲扎根基层，用

妈妈般的爱呵护农村留守儿童，她

将自己的满腔热血献给了乡村教育

事业，也因此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等

殊荣。

“她的课，学生爱上”

初为人师，连艳玲不敢有丝毫放

松，她把每一节课都当成公开课来

上：课前，她围绕课改理念认真钻研

教材；课中，她把各种教学方法有机

结合起来，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课

后，连艳玲及时进行教学反思。教学

之余，她还广采他山之石，不断参加

培训为自己“充电”。

一个老师能给孩子多大的舞台，

他们就会贡献多么精彩的表演。一

次英语课上，轮到班上成绩不太好的

小梅进行课前三分钟演讲，小梅想放

弃这次机会，连艳玲鼓励她说：“小

梅，你能行。”并用信任的眼神看着

她，全班同学也为小梅鼓掌。最终，

小梅成功地完成了那次演讲，后来她

激动地说：“连老师，谢谢你，我第一

次发现我也能行。”

此后，连艳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激励性教学法。她的课总能让

学生“脖子伸长、眼睛闪亮、小手直

举”；她的课作业最少，但她要求学生

每天都要认真阅读、认真书写……她

的课，学生爱上！

“她的话，学生爱听”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连艳玲细心

地观察学生的举动。2005 届学生小

强英语成绩不太好，连艳玲坚持每天

为他单独辅导、详细讲解，小强的英

语成绩渐渐有了很大的进步，最终他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后来考

入重点大学。小强专程回到母校感

谢恩师，连艳玲却不无动情地说：“不

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连艳玲深知农村学校留守学生

居多，她倾注自己全部的爱心为留

守学生撑起一片蓝天。学生小莲父

母均在外打工，小莲思念父母心切，

成绩下滑得厉害。连艳玲发现这一

情况后，帮助小莲分析学习退步的

原因，还经常与她的家长联系，叮嘱

他们不能让家庭教育缺席。后来，

小莲学习进步很大，在当年以高分

考取重点高中。

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后，在一次走

访中，连艳玲听许多家长反映孩子借

上网课之名玩游戏。怎么办？连艳

玲同其他老师一起制定了一对一帮

扶措施。她帮扶的学生叫小猛，是一

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爷爷奶奶过

度溺爱，孩子上网成瘾、无心学习。

了解情况之后，连艳玲没有对孩子批

评了之，而是因势利导，在上网课时

经常给小猛回答问题的机会，让他给

同学分享在网上看到的关于疫情的

信息，引导他利用网络增长知识、开

阔视野。线下，连艳玲还专门去小猛

家家访，与他的家人促膝谈心。经过

一年的帮扶，小猛有了很大的转变，

整个人都“焕然一新”。

“她的付出，大家懂”

由于突出的工作业绩，2016年连

艳玲被任命为张杨中心小学校长。

因为学校过于偏远，许多同事都劝她

“三思”。但连艳玲没有被困难吓倒，

而是毅然接受挑战。

上任后，连艳玲带领学校班子成

员分析校情、制定学校三年发展规划，

与教学骨干一起构建“生本·智慧”课

堂评价体系。她还开展骨干教师引领

课、青年教师汇报课、青蓝工程、教师

论坛、微课题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教学

教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质量提高了，校园环境也变

美了。

优美的环境来之不易，连艳玲付

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更承受了

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在校园环境

建设过程中，一位村民认为学校排放

的水污染了自己的鱼塘，跑去堵塞了

学校的下水道，要求连艳玲赔钱。连

艳玲没有被吓倒，依旧耐心细致做好

村民的思想工作，还多次到村里走访

寻求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几天后，村

里几位长者来到学校向她道歉，他们

调换了那个村民的鱼塘，将鱼塘无偿

供学校使用，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淳朴的张杨村老百姓的举动深深感

动了连艳玲，也让她暗下决心为乡亲

尽心服务。

25 年来，连艳玲一直行走在农

村义务教育的道路上，没有豪言壮

语，只有默默奉献，连艳玲只想做一

个农村教育的守望者——守望农村

留守儿童，办老百姓满意的学校。

（上接1版）

投资教师，改变教育

暑假到了，一学期的工作忙完

了，对火炬学校的老师来说，还有一

件重要的事情要完成。

学校为每位教师提供 1000元研

训补贴，每个科组的教师聚在一起，

自拟主题、自选地点、自定书目，进行

三至五天的读书学习。教师们惬意

地捧读经典，谈论教育。

一位曾在火炬学校工作的老同

事看见大家发的朋友圈，羡慕地说：

“好怀念啊，这么多年了，火炬人的精

神福利依旧没变。”

读书学习，是火炬教师日常的一

项必修课。像这样，每个学期结束，教

师先集体学习，再开始放假，已经是不

成文的规定。同样“雷打不动”的一项

学习制度是，每个星期日下午，教师要

提前返校，进行半天的集体研训，20年

来从没有改变过。

“逼自己优秀，然后骄傲地生

活”，是火炬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上

的一条重要理念。王哲红深信，教师

的价值和幸福源于专业底气。因此，

学校不惜把大量的时间和大笔经费

用于教师专业成长。

但对许多教师来讲，这样的专业成

长是一个痛苦并快乐着的蜕变过程。

青年教师侯根琼2021年初调入火

炬学校，在原来学校曾是优秀教师的她

一到这里就感到严重的“水土不服”。

让侯根琼最头疼的，是学校对教

师读书学习的“严苛规定”。不仅要

读教育类专业杂志，还要做批注、写

出学习心得。第一个月的学习心得，

侯根琼坐在电脑前憋了五六个小时，

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

“这还不算什么，在火炬做老师，

你的节奏一定要快，否则一步跟不

上，就处处被动。你光会教书也不

行，学校一天到晚活动特别多，你得

是个多面手，唱歌、跳舞、组织活动，

样样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侯根琼一

度差点儿“打退堂鼓”，幸好有同事的

热心帮助才咬牙坚持下来。

挺过最初的“不适应期”，才过了

一个学期，侯根琼惊喜地发现了自己

的成长变化：工作节奏快了，课堂效

率提高了，也敢于在各种场合落落大

方地表达自己了。

对于这样的成长变化，已经来火

炬学校10年的徐义峰深有同感。“火

炬学校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就

像校长妈妈经常对我们说的，在火炬

可能不能延长你的生命长度，但绝对

可以增加你的生命密度。”徐义峰说。

“校长妈妈”，是教师习惯于对王

哲红的亲切称呼。从教近 40 年，作

为省特级教师，先后担任3所学校的

校长，王哲红用细腻的情感和对生活

的热爱关怀着每一个教师。

“感谢校长妈妈，如果没有她的

宽容与等待，就没有我今天的成长。”

如今已经是学校德育室副主任的彭

佳丽说。

多年前，师范毕业的彭佳丽来火

炬学校应聘，被安排到生活部做教

师，同时教英语。生活教师是一个苦

差事，学生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操

心，从早忙到晚。“我一个年轻小姑

娘，要照顾几十个毛孩子，当时真接

受不了。”彭佳丽说。

问题是，彭佳丽在这里干了三

年，工作毫无起色，她不禁有些迷茫。

但是，面对这样“一朵迟开的

花”，王哲红始终充满信任，“生活部

各种琐碎、繁杂的事务，对年轻教师

的心性是很好的磨炼。从生活部出

来的教师，一般都会培养出一颗爱

心、耐心、细心、责任心”。

连彭佳丽自己都不敢相信，到了

第四年，厚积薄发的她好像突然迎来

了“花期”，她被评为生活部“优秀教

师”。第五年，没做过班主任的她直

接被提拔为年段长。“校长，我恐怕当

不好。”彭佳丽有点心虚。“你没问题

的，生活部可是咱们火炬的‘西点军

校’。”王哲红给她鼓劲儿。

王哲红也始终相信，“一所学校的

质量既不能跨越其教师队伍的质量，

也不能超过教师的教学质量”。像彭

佳丽一样，在火炬学校这个平台上，一

批年轻教师在被信任、被激励中，在承

担挑战性工作中收获了成长。

用老办法做出新成绩

每到假期，火炬学校的校园里经

常会有毕业的学生回来探望。

十多年前的一件事，让火炬师生

至今感念不已。那是 2010 年冬，一

个叫李双双的火炬女生突然患了全

身性重症肌无力。罕见的病症和高

额的医疗费，让家长无比揪心。

让家长没想到的是，听说这件

事，学校师生第一时间送来问候，

鼓励李双双战胜病魔。同时，一场

大 规 模 的 募 捐 在 校 园 里 展 开 ，学

生、老师、家长、社会人士纷纷慷慨

解囊，很短时间内筹集了 16 万多

元。两个月后，李双双奇迹般地站

了起来，身体逐渐恢复，很快重回

火炬学校读书。

李双双康复后，感恩的家长把剩

余的钱退给学校。学校就用这笔钱

设立了爱心基金，让有困难的师生

“立等可取”。从此每年冬天，火炬校

园里都会举行一场“冬日暖阳”大型

义卖活动，师生的义卖所得全部捐给

学校。

时至今日，这股爱的暖流从火炬

校园里流淌开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

人。新冠疫情暴发后，已经毕业的火

炬校友都惦念着母校，纷纷从国内外

各地寄来口罩等防护用品。

正如王哲红常说的，火炬教育

要给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烙下三个

印——华夏子孙的烙印、家国情怀

的烙印、责任担当的烙印。从这样

的教育故事中，教师们也越来越强

烈地意识到，教育应超越现实的功

利目标，关注孩子更长远的发展，传

递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爱。

在火炬学校，每个班级门口都挂

着一块水晶牌，写着班主任给孩子的

寄语。“我写给孩子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说

起自己的学生，二年级班主任孙雯的

眼睛里写满爱意。

因为有爱，孩子们用稚嫩的笔写

下他们眼里的世界：

雨滴藏在云朵里/云朵破了个

洞/它们就都掉了下来。

——黄筱甄《下雨》

早上，我出门/看见爸爸的皮鞋

破了个大口子/原来，爸爸的鞋也会

笑啊。

——李天昊《会笑的皮鞋》

如果我可以变成大人/我要做一

位妈妈/对没有妈妈的小朋友说/我

来爱你。

——陈洛绮《我来爱你》

期末的时候，孙雯还把她和孩子

们写的诗制作成一本精美的诗集，送

给家长作为最美好的成长纪念。

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需要教师

用一颗“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平常心，

陪伴学生慢慢成长。几年前，数学教

师陈艺香遇到一位数学只考了24分

的学生。为了唤起学生的信心，陈艺

香用不断的激励和赏识走进孩子的

心灵。在一次公开课中，为了这样的

孩子，她宁可放慢教学节奏。课后，

专家评价这节课节奏拖沓，没有完成

教学目标，陈艺香却平静地说：“课堂

上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我愿意放慢

脚步等待他们。”

在王哲红看来，这就是火炬人的

教育初心——遵循教育规律，按照儿

童的成长需要去设计教育。

在即将迎来办学 20 周年之际，

王哲红和老师们坐下来认真梳理办

学历程，把大家公认做得对的事情和

经验梳理出来，编了一本小册子，名

字就叫“用老办法做出新成绩”。

本报讯（通讯员 王清平 吴丹颖）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忠诚是最好的

师德！”日前，在2021年广东省师德巡

讲首场活动中，中国当代教育名家、

广州中学首任校长吴颖民的这番话

引发全场热烈掌声。

作为 9 月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

的重要活动之一，以“点亮与唤醒：做

时代大先生”为主题的 2021 年广东

省“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首

场师德巡讲活动在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举行，活动由广东省教育厅主

办，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华南

师范大学）、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等

承办，顺德区 300 多位校长、幼儿园

园长及教师现场参加，全省各地市约

5万多教育工作者线上聆听巡讲。

“师德巡讲活动是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的有力之举，希望通过系列师德巡讲

活动，启迪和鼓励广大教师勇担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做有大格局

和大担当的‘时代大先生’。”广东省教

育厅师资管理处处长龙海山表示。

巡讲嘉宾之一、广东省师德标兵

吴颖民以自己40多年的从教经历诠

释了“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启示教师

如何关爱学生、热爱学校、热爱教育

教学改革、热爱教育研究。他指出，

“唯有热爱方可抵御岁月的漫长”“忠

诚是最好的师德”，教师应尊崇内心、

表里如一，不忘初心、始终如一，信守

承诺、言行如一，以热爱和忠诚在教

师岗位上成就人生的精彩。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广州

天河车陂小学校长詹雯是一位“陈立

群”式好校长。她深入西南脱贫攻坚

腹地贵州纳雍支教，主动要求将3个

月支教时长延期到3年，在纳雍打造

“梦想教室”、开设“希望班”，组织教师

培训和帮扶支教，用自身的热情、爱

心与梦想唤醒教师、温暖学生。“唯有

点燃教师的激情，才有无限的光亮温

暖学生，唯有转变教师的观念，才有

无穷的能量影响学生。”詹雯说。

在圆桌论坛环节，教育专家、巡讲

嘉宾和家长代表同台探讨“大先生”的

时代内涵。大家一致认为，大先生要从

小处着手，在细节中体现对职业、对学

生的“爱”；大先生要有“我愿意”的职业

信念，具备自我反思和终身学习能力，

承担时代重任，不辜负党和国家的信

任，不辜负教过的每一个学生。大先生

之“大”在于有大理想、大愿景、大担当、

大格局、大学问、大干劲。

“要让师德教育深入基层，让每

一位老师讲好身边的故事、寻找身

边的好老师、寻找身边的‘大先生’，

创设让更多好老师、大先生涌现出

来的社会氛围。”教育部师德师风建

设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常务副主

任、华南师大教师教育学部常务副

部长王红说。

据悉，广东省教育厅将以“师德

巡讲”为抓手，在教育系统掀起“学

先进、做表率、当模范”的热潮，推动

全省各地师德巡讲常态化、多样化、

特色化，积极构建全省师德师风建

设新机制。

广东省“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师德巡讲首场活动举行

寻找身边的“时代大先生”

□通讯员 姚广宏

火炬学校的“教育辩证法”

地方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