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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一笑堪欣慰
第二十一中学

孔丽芳，女，1998年教
学以来，担任物理学科的教
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在从
事教育工作的19年中，一直
站在教育工作的前沿。“让
每一位学生在我的课堂上
都有所收获”，“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是孔丽芳事业追
求的目标和自律信条。

孔丽芳利用工作之
余，多方搜集材料，转变
教育观念，了解课改的新
动向。备课时，精心设计
环节，努力钻研教材，上
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

点，做到备教材，备学生，
备资源，结合课堂实际运
用课件配合教学，向45分
钟课堂要质量。她执教的

《杠杆》《电功率》《牛顿第
一定律》获荣成市优质
课，在市局举行的“说课
标说教材”活动中获得二
等奖，2014年执教的《探
究串并联电路中典雅的
规律》2015年执教的《电
动机》获威海市优质课程
资源二等奖，2017年执教
的《光的反射》获荣成市
优质课二等奖。

流水清远有志，壁立千仞而刚
第二实验小学

于华，女，47岁，
大 学 学 历 ，高 级 教
师，现为荣成市第二
实验小学副校长，曾
获得山东省小学语
文教学教研先进工
作者、威海市语文教
学能手、威海市教育
科研先进个人、威海
市中小学素质教育
工作优秀教师等荣
誉。从教 2 8年来，她
凭着一颗热忱、执著
的心追求着为人师

表的快乐与成功，注
重学习与研究成为
教学的行家里手，勤
奋工作做学校发展的
铺路石，创新管理推
动学校向特色内涵发
展……她把绚丽的青
春时光毫不保留地献
给了自己 所 钟 爱的
教育事业，以自己朴
实无华的行动谱写
了一曲教育工作者
胸有学校，心系学生
的华美乐章。

选择了就不会放弃
蜊江中学

尹红梅，女，45岁，大
学学历，中学一级教师，现
任荣成市蜊江中学政治组
教研组长、初四年级备课
组长兼政治老师、初四班
主任(临危受命)。曾获得
远程研修优秀学员、荣成
市优秀教师、荣成市优秀
备课组长等荣誉称号。连
续多年担任毕业班班主
任、初四备课组长，无论教
学成绩还是抑或班级管理
工作都得到了领导、老师、
学生及家长的认可与好
评，因连年中考成绩突出，

她多次在全市学科会上做
经验交流。今年更是在年
龄偏大、孩子面临高考的
情况下，勇挑重担，一人身
兼数职，压力之大、工作之
繁琐可想而知，但尹老师
克服各种困难，哪怕在身
体遭受病痛折磨的情况
下，也没请过一天假，耽误
一节课，最终不辱使命，使
得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所
任教班级中考取得了喜人
成绩，所带领的初四政治
学科也取得了第一的优异
成绩。

甘做辛勤园丁 喜看桃李芬芳
第二十九中

孙惠敏，女，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中学一级
教师，现任荣成市第二
十九中学初四班主任兼
物理教师及教研组长工
作。曾获得荣成市优秀
教师，荣成市师德标兵，
荣成市优秀班主任，荣
成市优秀教研组长，荣
成市名班主任等荣誉称
号。从教二十多年来,该
同志始终工作在教学第
一线,默默付出，在物理
课堂教学中,她注重细节

培养,精心培育学生的学
科素养；在教研组的建
设上，她关注学生的生
命发展，智慧引领创新
改革；在班主任工作中，
她倾注全部爱心，用心
呵护每位学生的成长。同
时参加过多个课题的研
究工作，并顺利结题。有
多篇论文发表在市级及
以上教育刊物上，执教的
课 程 多 次 获 得 过 荣 成
市、威海市课程资源以
及荣成市优课的奖励。

用心用意、辛勤耕耘
第六中学

刘德志，男，38岁，群
众，大学学历，中学一级
教师，现任荣成市第六中
学班主任、备课组长兼生
物教师，曾多次获得荣成
市优秀班主任，荣成市先
进班集体等荣誉。自2004
年毕业至今，刘德志老师
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工
作中他充满激情，充满干
劲，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
发展，致力于打造积极向
上、和谐进步的优秀班集
体，多次获得优秀班主

任、优秀班集体的荣誉称
号。多年的班主任经历使
他意识到优秀班集体的建
设需要关注学生身心的健
康成长，养成良好的习惯，
满足学生成长最基本的需
要；需要充满激情、充满
干劲，培养学生积极进取
自信自强的人格品质；需
要教会学生目标定位和
榜样引领，给学生以方向
感；需要关注个性发展、
创设和谐的班级，给学生
安全感和温馨感……

青春浇铸师魂情倾三尺讲台
第九中学

毕俊娜，女，40岁，
大学学历，中学一级教
师，现任荣成市第九中
学英语教师。任教二十
年来她爱岗敬业，爱生
如子，克服工作上的劳
顿、身上的病痛，全身
心地投入到所热爱的
教学工作中；注重在教
中研，研中改，重视每
一个细节，任劳任怨、
一丝不苟，教学成绩一
直保持在学科的前列。

毕俊娜老师踏入
教育岗位20年，在这20
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
耕耘着。她始终手捧一
颗爱心，怀着对教育事
业的追求，不断地探索
和实践，模范履行职
责，无私奉献，热爱学
生，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以高尚的师德严格
要求自己成为一名合
格的人民教师。学校领
导和同事都称赞说：

“毕老师是一个脚踏实
地、积极进取、默默奉
献的人，也是一位受学
生欢迎、领导放心、家
长满意的好教师。”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第三十五中学

刘萍萍，女，38岁，
大学学历，中学二级教
师，现任荣成市第三十
五中学班主任兼生物教
师，曾获得荣成市优秀
班主任、荣成市四名工
程-名班主任、荣成市优
秀教研组长等荣誉。19
年来，该同志多年担任
初三班主任及生物中考
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
管理经验，她一直铭记
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她关爱学生，

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善于树立学生典型，
践行赏识教育，她既能
以好朋友的姿态和风细
雨的与学生们交流，又
能以家人的情怀与他们
在校园内边散步边谈
心。她默默奉献，言传身
教，孜孜不倦，用自己的
大爱包容学生，用自己
的热情感染学生，用自
己的辛勤浇灌出朵朵鲜
花，历年会考成绩硕果
累累，赢得广大师生、家
长及社会的赞许。

教育如歌 演绎平凡中的精彩
府新小学

席爱军，女，1979
年4月出生，现任府新
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数
学老师兼教研组长。
所带班级被评为荣成
市“先进班集体”，个
人先后获得“荣成市
优秀班主任”“荣成市
教学能手”等荣誉，。

席老师对待工作
积极上进，她把培育
孩子的事业当作人生
的一大乐趣。班级管
理中，她播撒爱心，让
爱浸润每个孩子的心

田：关注德困生，让他
们养成良好习惯；关
注单亲生，让他们倍
感家的温暖；关注个
性生，让他们成长为
最棒的自己。她也是
数学讲台上的骨干，
活泼、轻松、自主、扎
实的独特的教学特色
是 她 课 堂 真 实 的 写
照。她执教的《小数的
初步认识》等多节优
质课获得威海市一、
二等奖，多节资源获
得省、市奖项。

让篮球承载着梦想去飞翔
实验小学

鞠世东，男，47岁，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小学一级
教师，现任荣成市实验小学
教务主任兼体育教师，曾获
得荣成市优秀教师、威海市
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
优秀裁判员等荣誉。多次参
加威海市级优质课、优课、
微课、青年体育教师基本
功比赛，撰写的论文先后
在《威海教育》《基础教育
课程》等刊物上发表，主持
研究的威海市“十二五”

《区域推进大课间体育活
动的实践研究》课题先后
被评为威海市级优秀课

题、威海市创新成果二等
奖、省级课程资源二等奖。
从教二十七年来，作为专
业体育教师，一直奋斗在
教学第一线，所带篮球队、
田径队在全市比赛中始终
名列前茅，自2008年分管
学校体育工作以来，把“永
争一流”做为自己的工作
目标，大胆创新、锐意进
取。在他的带动下，学校体
育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学校先后被授予“威海
市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校”
等荣誉称号。

献礼教师节：2017荣成教师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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