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痦痦子子 瘊瘊子子 扁扁平平疣疣 肉肉赘赘 老老年年斑斑
五妙水仙膏 一抹就掉 不留疤 不复发

瘊子、扁平疣等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不仅

自身传染、传染家人和朋友，还有恶变的危险。

福邦“五妙水仙膏”(国药准字Z32020217)是著

名皮肤病权威周达春教授独创的外用良药。专治各

种疣、痣、汗管瘤、老年斑、肉赘、血管瘤、结节性痒

疹、带状疱疹、鸡眼、毛囊炎、疖、痈等多种皮肤顽

症。30分钟内只需抹药2到5次即可结束治疗，一次

根除不留疤，安全方便，是祛痣除疣的最佳选择！

疤痕难祛除，选药用国药
●电话：0535-7050508
●销售地址：芝罘区华医堂大药房(汽车站售票厅西临)；
海城平民大药房（壹百货北头，振华商厦东门斜对面）；
福山伟尔大药房、福山同泰；莱山万光诚润超市二楼；牟
平卫建堂；龙口：贞兰药店；蓬莱：百草大药房；莱阳：爱心
大药房；黄城：贞兰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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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顺顺了了口口，，““有有事事没没事事找找李李姐姐””
滨州医学院特教学院生活老师李晓兰不得闲

烟台教师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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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C07
教师节·人物志

见习记者 阳佳

9月7日上午，在烟台一中庆祝
第29个教师节暨总结表彰大会上，
高中组语文教师姜景阳因突出的
教研才能和无私的爱心得到了高
度赞扬，并取得“优秀党员”证书。
过去一年，他主动申请去新疆支
教，由于表现突出，他还受邀参与
新疆版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如
今，该系列教材的第一册已经发放
到了新疆学生的手中。

主动申请赴疆支教

2001年，从鲁东大学文学院研究
生毕业后，姜景阳走上了烟台一中的
讲台。2012年8月，山东省新一轮第三
批援疆工作启动，姜景阳主动报名并
获得通过，和烟台另外9名老师踏上
了赴疆支教的旅程。

在新疆喀什英吉沙县二中，姜景
阳负责两个初中班级的语文教学，一
周共有13节课。由于两个班级的学生
基础参差不齐，姜景阳必须要准备两
套教学方案，分层次教学。对于基础
比较差的同学，姜景阳说自己的秘诀
就是低起点、小步子、多重复、重落
实，“只要有耐心，循序渐进，学生肯
定能进步。”

当地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水平
并不是很高，这给姜景阳的教学带来
了不少困难。“我就一个词、一个句子
慢慢地带他们读，并且解释很多遍。”
这样的教学方式带来的效果是显而
易见的，课堂上师生的沟通基本没有
了障碍。

在教学实践中，姜景阳发现朗读
教学非常奏效。“朗读课文，既可以提
高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能集中学生
的注意力。”这一招，姜景阳屡试不
爽。

受邀参与教材编写

2012年10月底，来自新疆自治区
教育厅和人民出版社的专家在英吉
沙二中听了姜景阳的公开课后，对他
的教学能力给与了极大的肯定。对他
的教学经历和科研能力进行考察后，
相关部门诚挚邀请他参与新疆双语
教育初中《语文》系列教材的编写。此
次编写工作，新疆教育厅共选派包括
省市教研员、特级教师在内的13名教
师参加，姜景阳是唯一的疆外教师。

2013年1月7日-12日，姜景阳如
期赴北京参加教材的编前讨论会，之
后在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参与编写。
姜景阳介绍，这一系列教材共6册，预
计到2015年，这套教材将全部投入使
用。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姜景阳被新
疆教育厅评为“自治区优秀支教教
师”，2013年7月被山东省援疆工作指
挥部评为“援疆支教先进工作者”。而
他参与编写完成的第1册《语文》教材
已于今年秋季开学在新疆投入使用，

“上面的‘编者’写着我的名字。”姜景
阳说到这儿喜不自禁。

如今，姜景阳已经回到了烟台一
中，但教材的编写工作仍在逐步推
进。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有事没事找李姐，没事找
事找李姐……”这是滨州医学院
特教学院100多名残疾大学生中
流传的顺口溜。作为学院生活辅
导员的李晓兰每天的工作都在
忙忙碌碌中度过。她每天早上5

点半就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12

点。9日，记者现场记录下李老师
一个普通的午休，几乎每隔五分
钟就会有人来找她，整个中午，
李老师就像消防员一样忙碌。

上午11点45分，新生军训结
束，李晓兰和新生一起回到特教
学院楼，同学们回到寝室，准备
去吃午餐，但李晓兰却没闲着，
她来到办公室和辅导员李敏讨
论着下午的工作安排，“下午1点
45分叫他们起床，整理内务，下
午可能要体检……”

11点50分，李老师去学生第
一食堂看看视障新生的吃饭情
况。这里有一个专门的视障学生
窗口，学生们正在有序地排队买
饭。“李姐，我想吃粉条，我说的
他没听清。”看到李晓兰来，一位
来自重庆的新生对她说。“可能
是你的重庆普通话他还没有适
应。”李晓兰上前跟卖饭的师傅
沟通，帮这位同学打上了饭。

中午12点，看到新生们都买
完饭，李晓兰也打了一份饭，来
到视障生中间，一块吃饭。因为
打饭晚，所以她也是看着同学们
吃完饭后，最后一个离开食堂。

12点20分，李晓兰吃完饭，收
到了一条短信。“视障新生王奥

林的军训服破了，让我帮着缝
缝。”说着，她走进超市买了一套
针线。“以前的用完了。”李晓兰
说。

12点25分，在回去的路上，
李晓兰碰到了大二的视障生赵
辰岳。“怎么了？鼻炎又犯了？用
不用带你去医院？”李晓兰关切
地问道。有点精神不振的赵辰岳
说：“我先去校医院拿点药，李姐
你帮我请个假吧。”

12点30分，李晓兰拿着针
线，来到王奥林的寝室要给他补
裤子，正在这时，一位同学说洗
衣服时洗衣机出了问题。李晓兰
赶紧跑到洗衣房去看。

12点35分，李晓兰穿针引线

熟练地给王奥林补裤子，“男生
还好说，有一次我给一个女生缝
毛绒小熊，我刚缝好了头，她把
脚给弄掉，我缝好了脚，她又把
胳膊给弄断了，反复好几次，最
后我干脆把小熊从头到脚缝了
一遍。”

12点40分，李晓兰缝完裤
子，开始查宿舍，“学生睡觉经
常不关门，所以要帮他们关
上。”

12点45分，查完宿舍，李晓
兰回到二楼办公室，准备上会儿
网。

12点50分，李晓兰喊来视障
大二学生陈雪，让她现场制作盲
文门牌。李晓兰就在一旁学习。

12点55分，赵辰岳拿药回来
了。“李姐，学生会开始纳新了，
你看我报哪个部门合适？”赵辰
岳见到李晓兰，又和她聊了起
来。

下午1点，陈雪说自己的盲
文笔不见了，李晓兰赶紧帮着寻
找。

一个中午，李晓兰刚坐下又
起来，从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1

点45分，李晓兰就像消防员一
样，哪里有情况就跑到哪里。面
对镜头，李晓兰显得有些腼腆，

“我做的这些没有什么，都是分
内的事情，你看我现在的脸是不
是很红？我不习惯被人关注，更
喜欢安静的生活。”

“虽然书法不是我的教学科目，但我
真心希望书法教学能被重视起来。”9月9

日，在教师节来临前夕，记者走进南通路
小学，采访了一位在教师岗位耕耘了21年
的教师陈爱松，尽管他的专业并不是书
法，但小就喜欢上了软笔和硬笔书法，从
教多年来，他总是鼓励老师们认真板书，
也要求学生们将字写好。陈爱松说，书法
是一种品格，能锻炼人的心性，要想学生
写好字，老师的示范作用很重要。

9日下午2时30分许，在南通路小学的
教师办公室，陈爱松正在看前几天刚买
来的书帖。“工作之余看书贴都成习惯
了，书法不光是要通过写练习，理论学习

也很重要。”南通路小学政工书记陈爱松
告诉记者，粗略算来，他从上小学开始便
接触书法，到现在已快三十年了。

在陈爱松看来，写一手好字还是很
重要的。“我在万华小学和南山路小学
都是教过书法，老师和学生们都跟着我
学。”陈爱松告诉记者，受他的影响，万
华小学的老师和学生对书法都很重视，
在南山路小学从教时，他每周都会找出
一下午的时间给学生讲书法课，除此之
外，还给老师布置书法作业。

陈爱松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学生
们从小就能坚持练字，真正提高对书法
的重视。

““希希望望学学生生们们真真正正重重视视书书法法””
南通路小学一位老师讲述他的节日愿望
本报记者 段婷婷

新生数量增加

心里也有压力

今年特教学院的视障新
生有29人，李晓兰的工作量
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刚开始
我也感觉压力很大，去年10

个学生就忙活得不行，现在
学 生 更 多 了 ，肯 定 也 更 忙

了。”可没有时间让她多想，
新学期就开始了，她又开始
忙活着迎接新生、安排新生，

“现在看来，孩子们的自理能
力还是很强的。现在已经适
应了。”

“不过开学这几天还是比
较忙碌的。”李晓兰每天早上5

点半和39名视障生一起起床，
一起吃早饭，7点半和新生一
起军训，一般都要忙到晚上十
一二点。

领导连说

“没有想到”

“李晓兰老师一年来的表
现，我们都感到意外，没有想
到。”滨州医学院特教学院的
副院长曹同涛说，“原本我们
招聘生活老师，是想24小时照

顾视障学生，帮他们洗洗衣
服，打扫打扫卫生，李老师不
但把分内的事情完成得很好，
还主动融入到同学中，成了同
学们的知心大姐，同学们有啥

事都愿意跟她说。”
去年一年，李晓兰为了照

顾10名视障学生，她带着两岁
多的孩子一直住在学校，老师
和同学都很感动。

延伸报道

李晓兰的老家在江苏，父
母来烟台好几年了，丈夫在东
北当兵。2012年来到滨州医学
院工作时，李晓兰的儿子才两
岁多。“当时就带着孩子，方便
随时照顾他。同学们和我孩子
玩得都挺好。”李晓兰说，“去

年学生少，今年学生多，我怕
顾不过来，就把孩子放到父母
那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
想宝宝。”李晓兰说，“自从9月
1日把孩子抱走后，再没去见
过面，等忙完军训，我抽空回

去看孩子一眼。”
李晓兰说，“孩子快三

岁了，越来越淘气了，我怕
他影响我的学生们。等闲下
来 ，我 就 给 孩 子 找 个 幼 儿
园。”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晚上睡觉时

都在想孩子

学生们的衣服破了都会找到李晓兰，她就耐心地帮他们缝补。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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