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长金：展望 2013 年，梦想犹在，期望更多。希
望家人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工作再创佳绩 ，希望自
己在报纸上发稿更多 ，希望自己笔耕不辍 ，和广大
的教育新闻人一起 ， 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更加美
丽的花环。

陈明：展望 2013，希望实现以下几点愿望：
1． 希望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能把一股实惠风吹

到教师身上———给教师加一点工资。 十八大以后，我
们听到了许多利好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出台；
2020 年工资翻番，等等。 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信心。

2． 2013 年下半年，班级的孩子就要升入二年级
了，希望他们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把玩乐与学习区分
好； 希望他们能在我的引导下爱上阅读， 实现五大
“善小目标”，让班级自治更明显。

3． 花一点心思用在投稿上， 希望能再发几篇文
章，让自己的写作有一点收获。

4． 希望笛艺能够长进一些，不能总是原地徘徊，
坚持每天练习。

吕强：2013 年，我最大的期望是自己带了 3 年的
九年（1）班在毕业会考中有个好成绩———我们班是

学校最有“课改味”的，但愿能不负众望。
最大的梦想是能成为儿子的班主任， 希望儿子

的学习能有所改观，实现从小学到中学的平稳过渡，
给儿子一个别致的初中生活。

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真的当了儿子的班主任，会
不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呢？ 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已
够大了，又当班主任来个“二重唱”，不知孩子会不会
喜欢。

最大的希望是能给新建的瓦房安装上门窗，让
年过七旬的二老搬进新屋，尽一份孝心。

最大的祈愿是妻子远离病痛、拥有健康，这比什
么都重要。 不图生活多么富有，但求人生清贫安乐。

最大的希望是自己能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新教
师。2013 年，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继续前行。改变不
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做不成大事，就做点小事……

但愿我们的 2013 年比 2012 年更美好。

朱传义：新年 6 点希望———
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 进一

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学环境；进一步提高农村中
小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
补助标准。

希望以新一轮课改为契机 ，我们的教育教学
越来越有活力 。 教师能转变教学方式 ，变师教为
生学 ，变师控为生主 ，让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主体 ，
成为主人 ，成为主角 。 从多个角度考查学生的综
合能力 ，建立起有效的评价机制 ，使学生全面健
康发展 。

希望素质教育能够切实推行。 学生不再有写不
完的作业、 补不完的课。 放学以后可以在操场上打
球、踢毽、游戏、赛跑，也可以去唱歌跳舞，学书法绘
画。 双休日，孩子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野游踏青，或
去图书室充实自己。

希望政府能出台更多促进教育发展、 惠及广大
师生的阳光政策。 城乡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学生奖
学金、助学金应得到进一步落实；教师评优、晋级、医
疗、养老、住房等机制应进一步健全。

希望教育公平能进一步推进。 新的一年，希望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更加协调，区域内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成为现实。

希望教师的生活质量能越来越高 。 进一步完
善教师工资 、津贴补贴制度 ，进一步改善教师的
各种待遇 ，绩效工资能早日真正走进我们教师的
生活 。

写在结束
2012，无论喜 ，还是忧 ；无论

辉煌，还是平淡；亦或是灰暗 ，都
即将成为过去。 在这里， 我们回
顾，我们总结，我们反思，或低吟、
或浅唱、或高亢、或嘹亮地表达 ，
都寄托着我们对龙年的眷顾。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展
望 2013， 我们有太多的希望与祝
福，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但不要
忘了，坚持才是最美的。

正如网友“明月清泉”老师所
说：“回首来路心淡定， 展望前程
云飞扬。 ”

展望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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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 刘义富 整理

回顾 2012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回望过

去的一年，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
的感受。有欣喜，有失落；有激动，有
伤感；有快乐，有煎熬……新的一年
意味着新的希望， 新的起点意味着
重新出发。

因为回顾， 我们才能看清来时
的路；有了反思，我们才能更好地前
行！

因为展望，我们才有目标；有了
希望，我们才会更有动力！

岁末年初，网友齐聚香山会馆，
盘点收获，分享幸福，展望未来……

回眸 2012
□ 赖华芳

不经意间，日子已走在了 2012 年的尾巴上，这一年，有喜、有悲、有哭、有笑、有得、有失、有汗、
有泪……

2012 年，我搬进了新家，也加入了“房奴”的行列，开始了 30 年的还贷生涯。
2012 年，我从村小调入镇中心小学，并担当起了大队辅导员的工作。 用别人的话说，是官升一

级，但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对自己的要求也随之更严。 于是，起早贪黑，整日
在校园里奔波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和家人交流的时间也因之少了不少。

2012 年，我所带的班从基础年级升入毕业班，于是便有了天天在学校辅导学生的情景，有了周
末为学生改卷的安排，有了周周听课、评课的任务，有了每月有测评的机制……虽忙但日子过得充
实，累并快乐着！

2012 年，也是我的网络时代。 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会点击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论坛。 每天晚
上，再累也会上论坛瞧瞧，看帖、发帖，在论坛中学习。 “教育新闻人”板块是我常去的地方，在那里
我可以及时了解各地的教育动态， 也可以把自家学校举行的活动及时发表上去。 《教育新闻电子
报》中有我的报道数篇，因此，心里感激不尽。

2012 年，更是中国教师报与我相伴的一年。 从中，我学习了不少课改方法，领悟了新的教育理
念，并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也因此，和学生的关系也变得很是融洽。

2012 年，还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我被聘为小学高级教师。 正应了这句话：有付出，才会有
回报。 所以我应该付出更多。

2012 年，还有很多、很多……
但，过去的终是过去的，不代表将来。而此时此刻，我展望 2013，感觉未来的路如此美好。我一

定会加倍努力，用一颗执着的心，在教育的这块土地上，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江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

程文金：回首 2012，我最大的收获，是从曾国藩那里理解和学会了一个“勤”字。 “晨醒即起”，每天按时起床，不睡懒觉；“持之以恒”，每天坚持早起步行十里
路；“今日事今日毕”，及时完成当天计划的任务和临时急需完成的任务。 践行这个“勤”字，每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精力充沛、愉快地工作、学习和生活。 展望
2013，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教师不再为住房问题而浮躁，能够静下心来、心情舒畅地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素质。 以教师自身的幸福感染学生，培养出快乐健康的
新一代，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学无止境。

竹禾：2012 年，虽然收获不大，却是充实的一年。 读了几本专著，写了十来篇读后感，参与了学校的课题研究，出了一期班刊和手抄报，组织学生参加了全国
中学生作文大赛。 而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我成了享受型课堂教学的教师。

李军会：蓦然回首，细思量，2012 年我忙于教学工作，进论坛的时间很少，甚觉汗颜。 但每期的《中国教师报》，我必然在第一时间仔细研读。 学习其中先进的
课改经验，尝试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如今已经初见成效。 看到学生的脸上充满了笑意，我也很开心。

彭朋：回顾 2012，我的生活可概括为“泡六坛”。 一曰“泡教坛”，二曰“泡论坛”，三曰“泡文坛”，四曰“泡体坛”，五曰“泡书坛”，六曰“泡棋坛”。 沉迷“诸坛”，
“泡”出了兴趣，“泡”出了快乐。 展望 2013，我仍将沉浸“诸坛”，愿能“泡”出一点小小的成就，以娱其心，以成其人，以长其才，以益其生！

特刊

走在2012年的路上
□ 凡春丽

文字，记载的是流年，浓缩的是性情。 我把
2012 年打开，发现每一页都有故事，有的淡如
浮云，有的却刻骨铭心。

3 月，我与同事一行 4 人奔赴南京，观摩了
“七彩语文杯”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 大
赛的 5 个环节———粉笔字、朗诵、才艺、现场答
题以及课堂教学，深深地震撼了我的视觉和听
觉。 原来，新时期的教师可以如此丰富多彩，魅
力无穷。

9 月，单位举行教职工“迎国庆红色经典诗
歌朗诵”比赛。 我是三年级组的领读，从搜集诗
歌、排列队形到统一着装、设计手势，我绞尽脑
汁，在疲惫中收获着快乐。

10 月，我们前往徐州市淮海堂，观看、聆听
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罗龙强、崔云宏、杨昱婷、
杨志喆的课改观摩课和学术讲座。 这 4 位教师
有的是教坛元老，有的是后起之秀。 他们的课
堂，或朴实深刻，或诙谐幽默。 每一节课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我陷入了反思的
漩涡。

11 月，我先是在阜阳市商校接受了安徽省
小学班主任高端培训， 而后迎战了长达一个
月、马拉松似的区教坛新星评选，并以区第二
名的成绩成功当选为区教坛新星。 接着，受区
教育局及校领导委托， 我担任了 2012 年安徽
省全员培训阜阳市颍泉区小语 5 班的指导教
师兼班级管理员，并代表全省指导教师在安徽
省全员培训第二次学情会上发言。

12 月，我们前往合肥市六安路小学观摩了
“小课题跟进式”专题研讨汇报课。 接下来，我
和校领导将再一次踏上课改的漫漫学习路，目
的地———山东省寿光市。

2012 年，我在不停地学习，因为我有个坚
强的后盾———中国教师报。 是她，让我一见倾
心，爱不释手。 是她，跟我一路走来，形影不离。
她眷顾我的豆腐块文字，我吸收着她贴近一线
的课改精神。 （安徽省阜阳市实验小学）

感谢一路有你
□ 李素怀

回望 2012 年经历的种种，如听一曲悠远
的歌，让我读懂了成长的幸福，也读懂了坚守
的意义，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坚信，
下一站是幸福。

传说 2012 年是世界末日，所以我把每一
天当成最后一天过，珍惜每分每秒的幸福，呵
护每天每时的快乐。 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
无意间让自己收获了成长。 在这样简单的生
活中，我找到了独有的风景，留意着成长中的
每一个故事， 婉约成一幅诗卷， 读给孩子们
听，也读给自己听。 每次阅读，不仅感动学生，
也会感动自己。 偶尔小文见报，是给自己的一
种奖赏，告诉自己还有潜能可以挖掘，给予自
己继续前行的力量。

而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中国教师报，
不仅可以读到最新的教育资讯， 还可以在论
坛里贴心地交流。 2012 年，我参加了中国教师
报“最美女教师”评选，并喜获殊荣。 这让我这
个农村的教师触摸到了教育的美丽———自信
和阳光。 这份荣誉，不断鞭策着我，每天都要
过得自信，每天都要过得阳光，不仅要学会工
作，还要学会生活。

因为 2012， 因为走近了中国教师报，因
为参加了香山会馆论坛，所以我的每一天都
过得简约极致。 在平凡的每一天，我和孩子
们一起成长。每期的《中国教师报》就是一种
前行的力量，每周的论坛交流就是一种幸福
的成长。

回眸 2012 年，幸福多于遗憾 ，过去的路
是精彩的，未来的梦是美好的。 2012 年，在中
国教师报的引领下，在香山会馆的交流中，我
满载教育的收获， 在实践中得心应手。 畅想
2013 年，我充满了希望，因为今年不仅自己订
阅了《中国教师报》，还可以在升级的论坛里
畅谈。 资源共享的快乐就是行走的动力，2013
年会更加辉煌。

（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第二中学）

坚持，让我不断进步
□ 朱西岭

平凡的事情做多了，也能成就伟大。 2012，我在坚持
中成长，在坚持中收获成功和快乐。

1. 坚持读书学习。 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不学习很
难跟上时代的步伐。 作为新教师，不读书不学习是很可
怕的。 因此工作之余，我会读读教育名家的专著，学学名
师的理念和做法。 一些教育教学杂志和有影响的文学书
籍，就成了我案头必备的读物。

2． 坚持锻炼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再大的理
想和抱负，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无论工
作学习多忙，我都会挤出时间锻炼身体。 早上 5 点 50 分
准时起床，进行 30~40 分钟的晨练；晚饭后，通常会去散
步，走上 2~3 公里。 身体好了，工作起来便格外有精神。

3． 坚持课堂改革。 从教十几年，2012 年课堂改革终
于不再流于形式。 每一节课，我都按照公开课的要求来
上，组织、引导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我把“小先生”的做法
引入课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让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
得到了改善。 前几天，我外出听课归来，一个学生兴奋得
手舞足蹈，大声说道：“老师，我想死你了！ ”这让我至今
仍心潮澎湃。

4． 坚持写作。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但没有坚持。近
两年，我重新提起笔来，书写心中的所思所想。 坚持就有
进步，努力就有收获。 2012 年，我发表作品 30 多篇，论文
和随笔也屡见报刊。

2013 年，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相信，坚持就会
不断进步，坚持就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安徽省砀山县实验小学）

幸福的新起点
□ 冯利平

2012 年 ，注定是我教育人生的十字路口 ，也是我
幸福人生新的起点 。 这一年 ，我曾因自己多年勤恳努
力工作，却得不到领导的肯定 ，而与他们有过争执 ；这
一年，我曾为评职称和同事闹过矛盾 ；这一年 ，我也曾
想过就这样浑浑噩噩直到退休 。 但我不甘心就此认
输，于是我想改变自己，想找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让自
己默默成长，静静开花。

追梦
《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30 位优秀教师的案

例 》引领我开始了 “寻网 ”之旅 ，后来在班主任之友论
坛驻足落户，从此便开始 “粘贴 ”班级故事 。 在那里我
结识了贺华义老师 ，在他的引领下 ，我走进了一个心
灵交流 、 碰撞的幸福家园———全国班主任成长研究
会 。 在那里我开始阅读 、反思 、写作 、实践 ，从来不读
书 、不动笔写作的我也开始在灯光下 、晨曦中伏案书
写，偶尔也投几篇稿子，虽没有结果 ，但这也是我改变
的开始、成长的开始、追梦的开始。

惊喜
坚持就会有收获，半年多来，默默写作、坚持投稿，3

个月后，我的处女作发表了。 这无疑是这一年最好的开
端，也是最好的鼓励，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经历，我身上麻
木的因子似乎被激活，内心充满了自信，我似乎也看到
了一丝曙光，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
了希望。

2013 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尽管身体累垮了，整天与
药罐相伴，但我坚信，2013 年，身体会健康起来，心灵会
丰富起来。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城关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