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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专刊·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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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上午，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迎来开学日。在三年级四班
的教室门口，记者看到两个小学生正背着书包走进教室。“本来不
太喜欢开学，但看到好久不见的小伙伴，心里还是很开心，开学上
三年级就是大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小女孩说道。据了解，商河县
第二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工作已经完成，共招收新生340余
人。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近日，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中阶段学生资助育人典型经验推介
会在福州召开，商河县一中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学校代表参会并作了
题为《激励青春内感于心，引领成长外化于行》的大会典型发言。

在发言中商河县一中向全国资助战线的代表介绍了商河一中
资助育人的工作经验。教育部全国资助中心涂义才副主任充分肯
定了商河一中各项经验，并且希望一中再接再厉，接续保持先进经
验做法，进一步为高中阶段学生资助育人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9月10日又将迎来
一个新的教师节，成千
上万的教师已经与学
生们开启了新学期的
工作和学习 ,他们也将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迎来属于自己的教师
节。在商河教育事业
中 ,有这样一群教育工
作者 ,他们在艰苦的教
学环境中 ,默默地教书
育人，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中，传道授业。他们
平凡，却是学生、家长
心中最可爱可敬的人。
教师节来临之际，商河
县教体局对全县优秀
教师、优秀班主任、教
学能手等进行了评选，
并向全县所有教师道
一声：节日快乐！本报
特意推出“教师节专
刊·上篇”，就崔吉壮等
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 讯 员 李元勇

崔吉壮：立立足足教教育育内内涵涵发发展展,,让让““二二孩孩””有有地地儿儿上上学学
1992年9月份，崔吉壮开

始踏上三尺讲台，2013年，他
成 为 郑 路 镇 教 育 助 理 员 。目
前，郑路镇有1所中心幼儿园、
8所小学、1所中学，中小学在
校生5100多人。近几年来，在
崔吉壮的带领下，郑路教育由
弱到强，由强到优，创造了一
个个辉煌。今年郑路镇明德小
学等三所学校在县教体局考
核中被评为一等奖，其余六所
学校获二等奖，九所学校全部
获奖，郑路镇在所有乡镇中排
名第二。

从一名教师，到成为教师
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改变的不

只是身份，还有身上的担子。
“之前上课的时候，想着给学生
们讲好课就行，现在得想着全
镇的孩子们，从宏观和全局上
去谋划郑路镇全镇的教育发
展。”崔吉壮说道。

“立足教育内涵发展，专注
教育质量提升”是崔吉壮对郑
路镇提出的工作要求，为此，郑
路镇先后投资近3000万元，新
建了郑路中学综合楼、餐厅及
明德小学综合楼等基础设施近
20000平方米；顺利完成了展
家中学、郑路中学两处中学合
并，把8处小学5、6两个年级全
部调整到明德小学和展家小学

两处学校就读等工作，实现了
教育资源最优化配置，大大提
高了办学效益……崔吉壮说

“全县教育均衡发展达标后，我
镇的办学条件有了大幅度提
升，已能够基本满足教育教学
需要，在学校基础设施大力建
设的同时，还要加强学校内部
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眼下，不少“二孩”已经到
了入学年龄，面对即将到来的
二胎入园高峰，如何保证“二
孩”学前三年的入园率，是崔吉
壮一直担心的问题。目前，郑路
镇仅有一所中心幼儿园属于公
办性质，其余民办园普遍存在

规模小，办园水平不高等问题，
难以保证学前三年入园率，存
在容纳不下的问题。

“二孩入园问题一定要解
决，咱得让孩子们有地上学才
行。”崔吉壮说道。他和记者谈
起了自己接下来的打算，计划
增加公办园数量，支持鼓励民
办园改善条件，扩大规模。现
在，张庙小学幼儿园教学楼、营
子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建设主体
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装修。两处
幼儿园共投资近6 0 0万元，建
筑面积共 2 6 0 0多平方米。另
外，为缓解展家片区幼儿入园
问题，拟在展家供销社旧址投

资800万元，新建3600平方米
幼儿园一所，现已完成审批，近
期可以开工。随着这几所公办
幼儿园建设完成，可以大大缓
解幼儿入园难问题。

因为教育理念的原因，幼
儿园教学还有小学化倾向，这
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孩子活泼
好动的天性。崔吉壮希望家长
能转变教育理念，摒弃孩子越
早学习小学知识越好的落后观
念。“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
情，在幼儿园里，我们积极创造
条件，让孩子们玩好就可以了，
小学知识到了小学学习也不
晚。”崔吉壮如是说道。

开开学学啦啦！！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怀着对新学期的憧憬，2017年9月1日上
午，商河县清华园学校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隆重举行新学期升旗仪
式暨开学典礼。伴随着响亮的出旗曲，小旗手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升国旗奏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向五星红旗
行注目礼。从出旗到升旗，一系列动作娴熟到位，全体师生完成了
清华园校史上的第一次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黄海燕：我我是是一一个个好好老老师师，，但但不不是是一一个个好好妈妈妈妈
黄海燕是许商街道办事处

单元小学的一名教师，1997年师
范毕业后分配到单元小学任教，
一干就是20年。单元小学和她一
届又一届的学生见证了她20年
的欢笑和汗水，见证了她结婚生
女。“如果可能，我希望能在单元
小学退休。”黄海燕说道。

黄海燕出生在教师世家，她
的祖父、父亲都是教师，受家庭
的熏陶，从小就热爱教师这一职
业。“小的时候，看到爷爷和爸爸
都有很多学生，就期待自己有一
天也能有一群学生，出门被别人
称作黄老师。”黄海燕说道。

自1997年参加工作至今，她
除了一直担任数学教学外还兼

任着学校的少先队及财务工作，
她的工作千头万绪，以至于留给
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我女儿
常说我是一个好老师，但不是一
个好妈妈”。谈起女儿，黄海燕有
些许内疚。女儿从上幼儿园的第
一天开始，就没有了睡懒觉的权
利，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啥时候睡
醒了，喂饱了再送幼儿园，她是
不管春夏秋冬，只要上班就早早
地把孩子拽起来，匆匆吃完早饭
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后，再去上
班，这也养成了女儿好好吃饭的
习惯，因为时间不允许她有一丁
点的撒娇和耍赖。

最难的是中午，孩子睡不
醒，叫起来就哭，哭得她心烦的

时候，巴掌就不自觉地落到女
儿的屁股上，女儿不知道挨了
她多少次无缘无故的打，次数
远超过她的学生。记得有一年
的六一，她着急去学校给孩子
们过六一，而女儿因为没有睡
醒赖着不起床，在好说歹说叫
起来后，又哭哭啼啼不好好吃
饭。她着急，所以火气一下子上
来，拽着孩子的胳膊照着屁股
就是一顿猛打，最后吓得孩子
一声都不敢哭，到了学校，看到
班里的孩子都拿着气球高高兴
兴地过六一，回想刚刚对孩子
的一顿猛打，她眼泪就哗哗地
流了下来，下班路上既委屈又
心疼孩子的她对着同事痛痛快

快地哭了一场，最后以给孩子
花了“高价”买了一个六一礼物
而收场。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黄海燕觉得老师的“一桶
水”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源源
不断的活泉水，教师要不断更
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做到博学
多才。所以教师必须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它表现在精通与知
新的方面。精通，就是对所教学
科，要掌握其基本理论，了解学
科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社
会作用，掌握重点、难点。不仅
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抓住要领，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运用自如，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知新，就是要学习新知识，
讲课要有新意。对此，她有十足
的耐心，她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
总结、实践、反思，进行具有自
己特色的课堂改革，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让孩子在合作探究中“乐
学、会学、善学”，摸索出适合
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

“我好像把所有的耐心都给
了学生，而没有多余的耐心给我
的女儿了，随着女儿的逐渐长
大，她也慢慢地理解我，我觉得
老师就是吃碗良心饭，我把教育
当做事业，希望用毕生精力用心
来做。”黄海燕如是说道。

王磊田：让让教教学学和和管管理理变变成成艺艺术术
“教师是火种，点燃了学生

的心灵之火；教师是石阶，承受
着学生一步步踏实地向上攀登”
是王磊田的人生格言。自2011年
工作开始，他就开始摸索着怎样
成为学生的火种和石阶。

步入教坛已经七个春秋，他
与老师这个职业已经进入“七年
之痒”，在和学生慢慢磨合之中，
他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与体会。在
他教学观念里，“要让教学变成
艺术”，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在七年的教学生涯中，他
也一直在苦苦追求课堂教学的
艺术。

他觉得，只有艺术才是永恒

的，只有艺术才能吸引人，也只
有高超的教学艺术才能吸引学
生。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他思
考最多的是如何艺术地处理教
材，如何在有限的40分钟里最大
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注意力，
努力提高40分钟的质量。将教学
内容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将音
频、视频、游戏等带入课堂，更好
地将学生带入学习情境……7年
的教学时间，对于王磊田整个教
学生涯来说，略短，因此，他难以
为自己的教育艺术风格下定义，
摸索还在继续。

作为班主任，他也希望将自
己的班级管理变成艺术。身为班

主任的他，作为艺术的主讲者，
要用个人的魅力征服学生，要用
自己的热情和朝气去感染学生，
无论是授课还是平时言谈，都会
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为此，
他平时不仅要保证上好每一节
课，批改好每一次作业，而且注
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体，特
别是每天一大早，他总是比学生
早到校，一到学校就协助学生搞
好卫生、纪律、进入朗读学习，下
雪天更是提前到校清扫卫生区，
这样，学生不仅逐步养成热爱劳
动的好习惯，而且时刻想为自己
的班集体争光。

做一位快乐成功、受学生欢

迎的班主任是他不断努力的目
标，他觉得做班主任首先要有一
颗爱学生之心,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特别是要善待班级中的后进
生，恢复他们的自信、激发他们
的热情。班级后进生无非包括三
类：学习困难的学生、行为习惯
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既学习困难
又行为习惯自制力较差的学生。
然而，她们表现出来的基本上都
是自卑、孤独、缺乏做人的自信、
不合群，或刻意的捣乱。通常他
会多跟他们接触、交谈，有空的
时候常跟他们谈心，如谈谈他们
的兴趣爱好;谈谈他们假期怎么
过;谈谈他们父母、家庭的情况，

也谈一些学习方法，这些有意无
意的谈心，往往会增进师生的感
情，使学生觉得老师很在乎他们、
很看重他们，从而有一种心灵的
归属感。特别是他们点滴进步，王
磊田都要在班内广泛宣传，使他
们成为班级核心，让他们有自豪
感，从而鼓起他们与人交往的勇
气，树立起他们的自信心。

在班内，王磊田还常开展
“火眼金睛”活动看谁发现别人
优点最多，并互相说一说，使班
里的学生始终能处于发现别人
的一种状态。他始终坚信，以情
动人、以理服人是最有效的班级
管理办法。

于龙涛：走走进进学学生生心心里里，，才才是是最最好好的的老老师师
2008年，离开大学校园的

于龙涛，成了商河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的一名教师。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的他主要教电子技
术、机械制图等学科。“专业对
口，上起课来本应得心应手，没
想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学生
的表现给满怀热情的于老师浇
了一盆凉水。

于龙涛说，中职的学生很
多因为家庭原因，比如，单亲，
父母外出打工等，以前基础没
打好，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学
习习惯，学习动机不明确，学
习动力不足，所以让学生自主

学到知识就比较难。学生自主
意识差点，他就开始运用各种
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专业课
教学上，他将理论和实操相结
合，把枯燥的知识点融入到学
生更感兴趣的操作上。有些章
节，也会采用视频教学。利用
网络的便利，给学生拓展知识
面。“我没事的时候，就上网查
资料，找教学案例，将教学难
题让学生自己解决，慢慢地学
生觉得学到的知识有用，学起
来就动力十足。”于龙涛告诉
记者。

曾获得过市级优秀班主
任、县教科研先进个人、优秀教
师等称号的于龙涛，对于“优秀
教师”有自己的定义。他觉得

“走进学生心里的老师，才是最
好的老师”。

他曾带过这样一名学生，
上课迟到，睡觉，下课偷偷地
抽 烟 ，各 种 违 反 学 校 规 章 制
度，渴望独立和叛逆在他的身
上集中体现出来，偏偏在学生
中间有一定的号召力，这种学
生怕是让所有老师头疼，他也
不例外。刚开始想用班主任的
权威震慑住他，用学校制度吓

唬他，但是起不到任何效果，
反而变本加厉。后来他改变了
策略，发现他有个爱好，就是
每天课外活动打篮球，正好于
龙涛懂些篮球规则，也爱看爱
打球，于是，课外活动他就坚
持和他一起打球，休息的时候
就和学生交流谈心，慢慢学生
变得不再反驳于龙涛说的话，
也慢慢听话了，改掉了他的一
些不良习惯。

于龙涛从那次成功突破
学生的心理防线后，他意识到
学生是渴望一个无话不谈的
老师朋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

上的老师长辈，学生也渴望得
到真诚平等的对待。所以他觉
得老师要放下架子，走进学生
心里，做心灵的捕手。“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需要我
们真诚对待每一位学生，做学
生 的 朋 友 ，做 学 生 忠实的 听
众，了解他们的实际想法和学
习生活中的难题，善于捕捉他
们的心理变化，给予相应的引
导教育和帮助，用真诚换取真
诚，进而树立自己在学生心目
中 的 威 信 ，慢 慢 成 为 学 生 最
好，也是最需要的老师。”于龙
涛如是说道。

崔吉壮

黄海燕

王磊田

于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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