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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有名言
物理解题有诀窍

1980年，韩庆元走上讲
台，成为一名物理教师。从教
三十八年，韩庆元的物理课堂
一直坚持“分类复式施教”策
略，每堂课用一半时间面向全
体，一半时间针对学生不同情
况分类推进。

作为物理教师，韩庆元发
现学生觉得物理难学是因为
知识本身比较抽象，为了把抽
象变直观，让物理课变得生动
有趣，韩庆元不断创新，编写
了很多短小易记的“解题秘笈

顺口溜”和“重要一句话”进行
强化训练，学生也学会了运用

“老韩名言”轻松找到解题思
路。

从自身的教学实践中去
拓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
探索，这是韩庆元所追求的。
为了激发每个学生对物理课
的兴趣，他把难理解的题目改
为演示实验，让学生直接体验
实验现象，达到了更好的效
果。

韩庆元表示，他会根据课
本上提供的实验方案，自己设
计制作教具，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课本内容，他自制的实验教
具多次获得山东省一等奖，并
参加全国展评。“每个孩子都
参与进来，使课堂更加生动活
泼。我的课堂没有学生想睡
觉，也没有学生不听课。”

因材施教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
有耐心、爱心、恒心不够的老
师。”每到开学，韩庆元总是接
手管理难度最大的毕业班，他
也总能把学生管理得“服服帖
帖”。

“我对待班上的‘调皮蛋’
总是格外关心他们，有时给他
们买早饭，或者在表现好时给
个小奖励，慢慢地学生都有了
转变。”韩庆元表示，经过努

力，学弱生也会变成学优生，
自己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
也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韩
庆元说，自己教过的一名学生
在QQ签名上始终写着这样一
句话：没有老韩，我这辈子就
是另一个人。

韩庆元介绍，自己之前带
过的班级中有“八大金刚”，是
班上最调皮的孩子。“我会从
学生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苦衷，
科学调整并给他们定制适合
的作业内容，并且让成绩好的
学生与他们结对子，帮助他们
提高成绩，现在他们都已经长
大成人，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也都从事着体面的工作。”

“你有多么热爱你的学
生，你的学生就会多么热爱
你，尤其是对待落后学生，你
喜欢他，他就信任你，听你的
话。你讨厌他，他就逆反你，和
你对着干。”这是韩庆元的教
育观点。

当好“带头大哥”
带领青年教师成长

走进韩庆元所在的物理

教研组办公室，鲜花、鱼缸、热
带鱼，随处可见，桌子布置温
馨，这都是韩庆元布置的。“作
为教研组长，营造良好的教研
氛围，打造舒适如家的办公环
境是我的重要工作。”

他乐于帮助身边的同事，帮
着老师们解决在婚恋情感、
家庭婚姻、职称评聘、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老师们有什么事情也都喜欢
找他，他因此被亲切地称为
“带头大哥”。

成为育英中学物理教研
组的组长后，韩庆元更是起
到 了 “ 凝 聚 、 引 领 ” 的 作
用，把倡导“团结互助一家
亲、与时俱进争第一”的组
风建设、打造精英团队作为
工作主线。他积极进行课程
改革，带领老师们自编校本
教材，开发校本拓展课程，
育英中学物理实验装置创新
大赛已连续举办五届。《物
理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有效教
研》获得2017年济南市教研
成果奖，育英中学物理组被
评为济南市先进教研组。

韩庆元表示，教师队伍不
断增添新人，让这些青年教师
快速成长是现在最重要的工
作。动员组里老师参加评优
课，倡导他们担任班主任，现
在的物理组在韩老师的带领
下，个个都是全能选手，上课、
科研、班主任、组织各种活动，
都能以一顶十。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韩
老师表示，他的学生、同事们、
学校在互相塑造和成全着，无
论多久，他对教育事业的感情
和热爱始终初心不变。

本报记者 李飞 潘世金
实习生 徐丽环

9年探索实践
打造指南针校本课程

“现场情景教学、田野
地理考察、项目案例教学、
考 察 报 告 、 制 作 环 境 地
图……”三十一年来，济南
实验初中地理教师滕新媛一
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地理这门
学科，唤醒学生的好奇心、
质疑心和探究心，培养学生
地理实践力、创新意识和高
阶思维能力。

滕新媛告诉记者，2009

年2月，由于学校地理师资紧
张，自己承担了整个初一级部
14个班、865名学生的地理教
学，虽然教学任务繁重，但仍
然坚持策划了《描绘生命家
园——— 济南市环境地图制作》
活动 ,指导5名学生获得了国
际大奖,12名学生获得了国家
一、二等奖。随后又带领学生
进行了《关爱生命家园——— 济
南市环境保护情况调查与研
究》,获得山东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

同年九月，指南针社团和
指南针校本课程应教改之运
而生，这是一门融合了地理、
历史、生物、政治、文学艺术等
跨学科的综合性探索课程。分
为校内和校外两大板块,包括
五个主题:《地球故事》《慧眼
看世界》《穹顶之下》《大河之
旅——— 走近母亲河》《趣味天
文学》。

“把野外考察、地理调查
等不可替代的地理研究手段,
引入到初中地理教学中，满足
并滋养学生好奇心，提升学生
地理学科素养。通过研究性学
习，实践中教学，让教育回归
到实践本身,学以致用。”滕新
媛说,她不追求给学生每个问
题的解决方法,而是注重建立
学生探索的兴趣和提升解决
问题的能力。打破传统模式，
把课堂搬到校外、田野,让学

生从书本走向实际的、丰富的
现实世界。

滕新媛开发与实施的校
本课程和研学旅行课程取得
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好评，
其中的指南针校本课程被评
为济南市教育教学品牌成
果。

田野教学模式
让学生得到蜕变

在滕新媛看来，田野教
学就是遵循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认知发展规律，打破传统
模式，课堂搬到校外、田
野，在自然状态下，设计一
个真实的情境，提供丰富多
元的“经验”，让孩子们积
极主动地体验探索地球奥秘
的乐趣、开放学习的魅力。

天地皆书卷，世界即课
堂。在寒暑假期间，她带领
学生走出校门，开展一系列
野外考察和研学旅行，并邀
请大学教授参与其中，和学
生面对面交流。

“摸着像书页一样的岩
层，聆听着专家的现场讲
解，感觉好像实现了时间和
空间的穿越，来到了五亿年
以前的寒武纪，从没有如此
真实的与三叶虫这样近距离
的接触……在野外考察活动

中，我爱上了地理，它是鲜
活的。”学生刘冬雨表示，
在野外考察活动中，自己感
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也提
高了综合探究能力。

学生在收获能力和快乐
的同时,还获得了很多惊喜:目
前已有15名学生获得了国际
大奖,有170多名学生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奖项 ,2名学生获
得“全国地球小博士”称号。

成就学生的同时，也成就
了滕新媛自己的专业发展之
路。因为擅长地理教学、课程
开发与建设、青少年地理科技
实践创新、野外考察、地理调
查、田野教学、实践教学、研学
旅行、史地教室建设等，她被
聘为山东省校本课程兼职教
研员、山师大研究生导师，多
次受邀在全国、省市区做经验
交流和专家报告。个人荣获省
优质课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
二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特等
奖、主持课题获省教学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校本课程
大赛二等奖。

“和学生在一起，到大自
然中去体验，是一件幸福快乐
的事情。看着学生的进步和成
长，我也就感觉做的一切都有
了意义。”滕新媛告诉记者，
自己深深热爱脚下的这方讲
台，会一直陪同学生在地理
探索的路上走下去。

“我爱你，身边的好老师”！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齐鲁晚报今日启动“念师恩——— 我身边的好老师”特别报道，向那些奔波在
一线、始终为学生未来而奋斗的老师群体致敬。今天推出的是刚刚荣获“市中区第二届功勋教师”光荣称号的两位老师师。

市中区功勋教师、济南育英中学韩庆元：

学学生生口口中中的的““老老韩韩””，，同同事事眼眼中中的的““大大哥哥””

市中区功勋教师、济南实验初中滕新媛：

将将课课堂堂搬搬到到田田野野，，开开拓拓教教学学新新境境界界

“老韩来了 !”在
济南育英中学，58岁
的物理老师韩庆元
总被学生叫做老韩。
亲切、幽默是他留给
大家最大的印象。从
教三十八年，他在学
生心中播下一颗希
望的种子，为老师们
点亮一盏指明方向
的灯，也为自己守住
了一片梦想的天空。
9月6日，庆祝第34个
教师节，市中区召开
2018年教育工作会，
韩庆元被评为“市中
区 第 二 届 功 勋 教
师”，全区仅有两名
老师获此殊荣。

她 是 现 代“ 徐 霞
客”，将学生带到大自然
中，聆听自然的风霜雪
雨；世界作课堂，天地是
教材，她用9年教学实践
铸就独具特色的田野教
学模式，地理品牌全国知
名；从教三十一年，她深
深热爱自己脚下的这方
讲台，让教育回归到实践
本身，所带的学生也多次
获得国际大奖……她是
济南实验初中地理教师
滕新媛。9月6日，庆祝第34
个教师节，市中区召开
2018年教育工作会，滕新
媛被评为“市中区第二
届功勋教师”。

滕新媛老师为学生讲授地理知识。记者 潘世金 摄

韩庆元老师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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