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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济宁高新区最美教师出炉

3322位位一一线线教教师师站站上上““领领奖奖台台””
本报济宁9月11日讯 (记

者 孟杰 通讯员 陈艳)

近日，2018济宁高新区最

美教师出炉，来自济宁高新

区杨村煤矿中学的教师贺敬

锋、高新区高级中学的郑永

军等32位教师获此殊荣。他

们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坚

守在教学一线，为济宁高新

区的教育事业默默做出贡

献。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能够模范遵守《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济宁市

教师“十不准”各项规定，这

是此次评选活动最基本的要

求。”据济宁高新区社会事业

发展局教育工作处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最美教师评选活

动在全区各类中小学工作在

教学一线、取得教师资格证

书并从事教学工作满5年以

上的教师中展开。参选教师

除了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外，还需要在本单

位、本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

力，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

公认。

据了解，此次获评的32

位“最美教师”均为各校遴

选、推荐的基础上评选出来。

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教授

不同的学科，担负不同的职

责，但相同的是都对教育事

业怀有一颗赤诚的心，默默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传

道授业解惑。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各

学校秉持“师德为先、能力为

重”的工作理念，始终坚持以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做人民

满意的教师”为目标，多措并

举，着力构建起教育、宣传、

考核、奖惩、监督“五位一体”

的师德师风建设新机制，以

此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带动

全区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

教学方法多样
耐心促进学生成长

10日下午3点半，上课铃
声响起，个头不高但举手投足
间给人满满正能量的李现星
精神饱满地踏上讲台，斗志昂
扬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是会
感染到每一位学生，帮助他们
更好融入课堂的。课堂上，李
现星表情丰富，手势夸张，幽
默风趣的说辞不断调动起学
生的积极性，每一位学生都聚
精会神的投入进课堂学习中，
李现星不时叫起学生进行情
景对话，学生们热情高涨、对

答如流，生动的课堂让学生们
变得更加专注。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李
现星注重学生们的兴趣培养
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上课中，
他别出心裁的设计出游戏环
节，让学生们通过情景对话的
形式潜移默化地沉浸在英语
学习氛围中。在26年的教育教
学摸索中，李现星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教学风格。幽默风趣的
语言、形象严谨的说理、丰富
拓展的内容、创新实用的设
计，亲切自然的教学风格让学
生们如沐春风。学生遇到问题
时，他从不过多干预，他认为：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让他们自

己去尝试解决问题更有助于
他们的成长。

凭借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李现星深知“有教无类”这句
话的深刻涵义，由于学生的英
语成绩两极分化严重，于是，

“耐心”成为了他的制胜法宝，
注重因材施教的他，精心而不
懈地把每个学生都雕琢成美
玉。面对着那些千差万别、性
格各异的孩子，他注重鼓励与
引导双管齐下，充分挖掘学生
们的潜能。

他所带班级中有一个男
孩子叫魏忠畅，英语基础不
好，李现星发现他虽然性格内
向但非常聪明，于是利用一次

课余时间，师生俩足足畅谈了
50分钟，魏忠畅在谈话中失声
痛哭，在他看来，从未有人像
眼前这位和蔼的老师一样真
正探究过自己的内心，从那以
后，魏忠畅奋发图强，各科学
习成绩突飞猛进，最终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兖州一中。

李现星的耐心不只体现
在课堂上。“只要学生在学业上
遇到难题，他都会耐心讲解，直
到学生完全掌握了这个知识
点。”和李现星搭档教同一个班
级的邱老师告诉说，作为初三
年级主任的李现星把对教学工
作的热爱倾注于日常的教学管
理工作中，对于每个班级的学
生学习、家庭情况他甚至比本
班班主任更为了解。就是凭着
这份对教学的热爱，李现星获
得了同事、家长、学生的一致认
可，在大家眼中，他不仅是一位
教学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好老
师，更是一个大公无私、乐于奉
献的好男人。

热心敬业奉献校园
言传身教感悟人生

2016年9月，刚刚带初一
年级的李现星因为一次意外
受伤左侧锁骨及2—5根肋骨
骨折。医生建议他在家休息三
个月，然而念及学校英语教师
紧缺，学生的基础知识急需夯
实，他毅然走上讲台，缠着绷
带到学校上课。那段时间里，
李现星每次举手板书时左肩
都会隐隐作痛，但他依然咬牙
坚持。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湿漉漉的眼眶成为了那
时学生们上课时的常态，感动
之余，学生们个个暗下决心，
用自己的成绩为李老师献上
最珍贵的康复礼物。

在担任班主任和年级主
任的时间里，学生们的日常思
想教育工作成为他时常牵挂

的事，李现星常常留意每一位
学生的表情和行为变化。班上
的哪位同学身体不舒服了、哪
位同学情绪受到波动了，李现
星总能在学生的举止间发现
异样，及时疏导沟通、无微不
至的关怀体贴，许多学生内心
里的坚冰终被融化，精神状态
和学习成绩明显好转。

“勤恳”“温暖”是学生们
对他的评价，而在同事的口中
他又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好男
人。综合楼三楼男教师厕所小
便池由于长期缓慢漏水形成
了苔藓污垢，李现星主动从家
里带来了铲子、“洁厕灵”等，
不顾脏和累，蹲在地上清除使
其洁净如初。他坦言，“能让孩
子们在氛围浓厚、优美和谐的
环境中健康成长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教师对学生具有天然的
影响力，文学斗士鲁迅就是时
时受着藤野先生的影响、鞭
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
生。”注重言传身教的他平时
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每日写教
学心得，坚持学习教学论及班
级管理策略。在其他师生到达
之前，李现星的身影就已经出
现在校园里。每天放学后坚持
晚走一会儿，看看各班的窗户
关上了没有、楼道及水室的灯
关闭了没有……高度的责任
心深入至每一位师生的心田，
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这是李现星时
常提及的一句话，身体消瘦的
他立志要用一生来诠释“教
师”这个职业的伟大。“每次看
到教师节、元旦和春节学生们
发来的贺卡、微信还有短信上
的恭贺、问候，是我觉得最开
心的事，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的。”谈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时，李现星
笑着说道。

26年投身基层英语教学工作，王因中学英语教师李现星

用用爱爱言言传传身身教教，，诠诠释释““最最美美教教师师””
从教26载，无怨无悔，从一名刚刚加入教师队伍时21岁的有志

青年到如今步入知命之年的全区英语教学能手。他用自己并不宽阔
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初三年级教学工作的重任。李现星，是高新区王
因中学班主任兼级部主任，同时又是两个班级的英语老师。日前，在
高新区公布的最美教师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三尺讲台，是他
引以为傲的“阵地”；教书育人，是他从未改变的初心。

课上，李老师总是激情澎湃。

区直学校

杨村煤矿中学 贺敬锋

高新区高级中学 郑永军

高新区第二高级中学 张国章

高新区职业中专 苗世菊

济东中学 齐珊珊

济东小学 袁桂芹

孔子国际学校 聂效丽

海达行知学校 闵凡修

洸河街道

附中高新区校区 张哲

附小科苑校区 王燕

附小冠亚校区 李志强

柳行街道

柳行中学 魏秀梅

崇文学校 袁忠敏

柳杨小学 王爱新

郭厂小学 刘玉富

南营小学 贾齐堂

绿色家园小学 王莹

黄屯街道

第二中学(黄屯中心中学) 王艳利

第二小学(黄屯中心小学) 王礼

黄屯中心幼儿园 汤国红

王因街道

第三中学(王因中心中学) 李现星

第三小学(王因中心小学) 陈智勇

娄庄小学 李贞波

接庄街道

接庄中心中学 韩方倩

接庄大郝中学 程龙

第五中学(三贾学校) 王秀芝

接庄中心小学 陈红丽

南集小学 贺顺新

大屯小学 王印科

十里营小学 刘鸿雁

后元小学 梁飞

接庄中心幼儿园 李强

济宁高新区2018年“最美教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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