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平实验中学：

学生用广播向老师送祝福

9月10日上午，牟平实验中学
校学生会通过广播向辛勤工作的
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祝老师们教
师节快乐，随后广播响起宋祖英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全体师生在
这简短而温馨的旋律声中，感动
着、自豪着……

通讯员 王红霞

莱山中心小学：

举行“感恩”教育活动

近日，莱山中心小学借助央视
《开学第一课》影响力，在学生中开
展以“感恩父母”为主题的教育活
动，通过为父母做事、写一封信、写
一篇作文、手抄报等形式来表达自
己对父母的爱；还在家长中展开征
文活动，谈谈孩子在活动中的成
长、感悟。 通讯员 宋丽娜

莱山实验小学：

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近日，莱山区实验小学全体师
生在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升国
旗、奏国歌之后，学校领导和教师
代表发言，欢迎今年500多名新生
的加入，希望他们快速适应学校生
活，成为合格的小学生。对其他同
学本学期在学习、行为习惯、安全
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通讯员 郭洪昂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举行中秋诗文诵读活动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开
展了“迎中秋，诵经典”活动。各个
班级举行了如古诗擂台赛、古诗吟
诵、美文欣赏等诵读活动，充分调
动了学生们诵读经典的热情。

通讯员 薛凌燕

高新区初级中学：

新学期采取新举措

高新区初级中学在全体教职
员工队伍中开展以“进取，创新，求
真，务实”为主题的教育改革试点
活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校领导
要求大家在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以
德育教育为先、以质量为生命线、
以教科研为推动力的工作思路，把
课堂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努力抢占教育教学的至高点，不断
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

通讯员 杨伟伟

烟大附中：

深化全员育人教育方式

新学期，烟大附中为深化全员
育人，全体教职工都有承包指导的
学生，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
亲情化和个性化的教育，让教职工
的关爱深入学生的心灵深处。此
外，学校还明确要求每一位学生成
长导师都认真建立学生成长档案，
通过定期谈心、课业辅导、心理疏
导等形式，追踪每一名受导学生的
成长轨迹，为学生的学业成长、身
心发展创设最优化的育人氛围。

通讯员 石彦丽

双语实验学校：

开展师德师风自查活动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双语实验
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四查”活
动，推动师德师风自查活动向纵深
发展。一查思想作风是否过硬，有
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二查
从教行为是否规范；三查教师队伍
建设与管理；四查执行纪律是否严
明。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教师们
更新了观念，提高了认识，做到了
充分反省自己，每名老师都按要求
积极整改，达到了师德师风建设的
目标要求。

通讯员 孙巧玲

王红亮老师是烟台星海
艺术学校的教师，她告诉记
者，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家长
都是希望培养孩子的综合素
质，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
吹毛求疵，而这正与她多年
来的教育理念相符合。王老
师认为，学校教育，教的不仅
是知识，教师们更应该注重
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如
品行、生活习惯等。学生的学
习并不应该以最后的学习成
绩为目标，要让孩子们体味

到学习的快乐，在快乐中学
习，才能让孩子们真正爱上
学习。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王
老师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
她将学生们都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照顾，衣食住行、生活品
行等面面俱到，对孩子们的照
顾可谓无微不至。王老师告诉
记者，在学校里每位老师对孩
子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在教学
过程中，她既要像老师，保持
老师的威严，又要像妈妈，保

持与学生们亲近，这虽然很矛
盾但是把握得好能取得很好
的效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
程中，班级里有个小女孩突然
跑进来说：“老师，我辫子弄乱
了，你帮我重新梳梳吧！”王老
师很熟练地从讲桌的抽屉里
拿出了一把小梳子细心地梳
了起来。王老师告诉记者，经
过长时间的相处，孩子们跟她
的感情越来越深，很多孩子都
说她像妈妈一样，家长们对她
也特别放心。

老师，您是我们人生路
上的指路明灯，是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永不熄灭的红烛，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奉上我
最衷心的祝福，祝您幸福平
安。

——— 文化路小学周子涵

老师，您的教导如春风
化雨，滋润我们的心灵，衷心
祝福您在今后每一天开开心
心，没有烦恼。

——— 孙家滩小学刘梓歆

祝老师在金秋时节收获
幸福和成功，祝您节日快乐！

——— 莱山实验小学初昱晓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祝

愿您能努力教书育人，桃李
满园。

——— 南山路小学林雨馨

集满一大袋子您对我们
的爱，轻轻装进心里，衷心祝
您节日快乐。
——— 莱山区实验小学姜剑锋

当我们还是一棵幼苗
时，是您将我们细心培育，当
我们遭遇风雨时，是您为我
们撑起偌大的保护伞，您如
父亲般严厉，您如母亲般慈
爱，老师，您永远是天底下最
美丽的人！

——— 黄海路小学杨傅铭

老师，我可喜欢您了！您

教我学会了画很多好看的
画。我学会了画黑白画、儿童
画，还有人体画。我觉得您一
定是个大画家。我想等我长
大了，我也一定会像您一样
那么棒！教师节到了，祝您身
体健康，越来越漂亮！

——— 烟台星海艺校丛竹萱

老师，我现在是四年级
的小学生了，但是我对一年
级的事情记得还是那么深。
记得刚从幼儿园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连衣服扣子
都不会扣。是您教我学习也
教我做人。去年冬天的时候
外面是那么冷，可是我因为
贪玩，一下课，连外套都不顾
得穿就想往外跑。是您喊住

我，让我穿上外套。那时看着
您的眼睛，我觉得您真像我
的妈妈。您保护着我，关心着
我，我真感动。老师，教师节
来到的时候，我祝您永远像
花儿一样美丽！

——— 双语实验小学许轲琪

老 师 多 像 我 们 的 妈
妈，她教我们要做好人，多
读书，讲礼仪。在她的陪伴
下我慢慢长大了，也懂事
了。每当看到老师辛勤的
样子，我很心疼。老师，请
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学
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也希望世界上每个老师
都永远年轻美丽！

——— 烟大附中宋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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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步

是最大的满足

吕蕾蕾是烟台市芝罘区
辅读学校教师，从事小学教学
十多年。回忆从教的这些年，
吕蕾蕾说刚来到辅读学校的
时候，面对这些天生智力不正
常的孩子自己还有些害怕，慢
慢接触下来就很同情孩子们
的遭遇，也希望自己可以给这
些孩子更多的关爱。吕蕾蕾说
这些孩子虽然智力不正常，但
是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有一次吕蕾蕾感冒了，班上的
一个孩子主动说，老师您快喝
点水吧。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话，吕蕾蕾却感动了很
久，也许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句
话有什么好感动的，但是对于
吕蕾蕾来说这句话却很有意
义。每次回想那天的情景，都
十分感动。这样的话对于正常
孩子来说很容易，而对于这些
特殊群体的孩子来说，说出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一名人民教师很难，当
一名辅读学校的老师更难，当
一名辅读学校的好老师便是
难上加难。在回忆十多年教学
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时，吕蕾
蕾只记得那些感动的瞬间。在
这里上课的老师，办公室都设
在教室里，从早上上班到晚上
下班要随时做好处理应急事
情的准备，每一刻都不能有丝
毫懈怠。这里的老师需要更耐
心、细心和用心地对待孩子。
很多孩子教好几次都找不到
洗手间，也有一些孩子不能自
理，常常上课的时候就把粪便
拉到了裤子里。而这些老师们
则要帮助孩子清洗并换新的
裤子，吕蕾蕾刚开始的时候对
于男学生还有些不好意思，慢
慢地便能应对自如了。这些对
于常人很难的事情，对于这里
的每一个老师来说都是很平
常的事情。

学生给予我太多感动

烟 台 二 中 教 师 孙 焦 燕
说，教学20年来，学生们给予
了她太多的感动，她觉得自
己给学生的远远少于学生给
她的。说起往事，孙焦燕说有
这样一件事很有趣也很让她
感动。一次她抱着孩子坐公
交车，给售票员钱，但是售票
员怎么都不收，司机回过头
来说了一句：“老师，您好，我
是您以前的学生。”那个时候
自己真的特别感动，毕业那
么久学生一眼就认出了她。

还有一次雪天，她怎么都打
不到车了，冻得瑟瑟发抖，这
时一辆面包车停下来了，说
了句老师您好，就像是雪中
送炭一样。孙焦燕说，生活中
处处都是学生们的身影给予
了她太多的帮助与感动。

近年来让她印象很深刻
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前几年的
时候，孙焦燕分管两个班级，
一个班自己当班主任，另一个
班自己是任课老师，由于一些
原因孩子们知道她不能继续

再教他们了，孩子们就自发在
一个本子上写下了对她的祝
福。刚拿到的时候，她以为是
孩子们送给她的一本杂志，打
开之后才发现全是孩子们的
心里话。孙焦燕说自己给另一
个班的精力并没有自己当班
主任的那个班多，但是孩子们
却这样地在意她，她很感动。
另一件事是前几年在文理分
科的时候，孩子们特意为她做
了视频，每次观看视频感动之
情溢于言表。

让无声课堂变得有声有色

祝红军是烟台市聋哑中
心学校教师，从事特教教学二
十余年，在祝红军的课堂上最
不受欢迎的就是沉默，她会用
各种方法让这群特殊的孩子
们踊跃“发言”。她笑着告诉记
者：“课堂上我十分注重与学
生的互动，我们的思维与语言
紧密相连，而手语是聋哑学生
进行思维的武器，通过‘语言’
训练培养聋哑学生较强的逻

辑思维，口、手、脑结合这样才
能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

在平时的教学模式上，她
尽量用直观教学，坚持自己动
手制作课件，通过图片、动画
和手语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
解数学。往往一个简单的加减
法题，她会比普通老师耗费更
多的时间备课，准备更多的道
具，甚至一些水果、玩具都被
用于课堂教学中去。在课堂

上，她不同于普通老师站在讲
台上，而是走到学生中去，手、
口并用地教，鼓励学生们多思
考、多“发言”，引导学生在玩
中学，让学生觉得学习数学是
一件快乐的事。她对记者说：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孩子们
理解某个公式，或者说孩子在
数学方面又有了一些进步，我
都会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孩
子们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爱

鹃教师节祝福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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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情，因爱而温暖
专刊记者 王伟凯

金秋九月，是收获的季节，是回报的季节。教师如
蜡烛，闪耀微弱烛光，照亮学生们的世界；教师如园
丁，流下辛勤的汗珠，培育学生成人。在教师节来临之
前，记者采访了烟台市部分优秀教师及若干学生，听
听教师的心声以及学生们对老师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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