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国栋，市第九中学教师。
他忽略了自己孩子的管教，却
用满腔的热情照顾着更多人家
的孩子；他放下自己病重的父
母，却用更多的呵护成全了全
班孩子的父母。这不是绝情，是
用心极致的深情；这不是冲动，
是大爱无悔的抉择。

2014年6月，他母亲骑自
行车不小心摔倒，胳膊粉碎性
骨折，住进了文登整骨医院。
马上要中考了，为了不耽误中
考，手术推迟好几天，看着痛
苦的母亲，心里更多的是愧
疚 ，只 能 处 处 细 心 和 小 心 。
2016年4月份不幸再次降临，
他母亲不慎摔倒，椎骨碎裂，
再次住进文登整骨医院，为了
不耽误工作，白天上班，放学
后就驱车赶到医院照顾母亲。
2 0 1 8年十月，更大的不幸降
临，父母双双病重。为了少请
假，只能把父亲的手术安排在
寒假，先给母亲治病。在他母
亲病重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每周末总是往返于济南和学
校之间。

近几年来，他因多年积劳
成疾，颈椎、腰椎均有严重的突
出，最严重时连动也不能动，
2018年暑假在床上躺了两个多
周才能下床。学校考虑到实际
情况，原本安排他教初三，可
是，一开学由于学校内部人员
临时调整，情况十分特殊，没办
法只能再次安排他担任初四两
个班的物理教学，物理老师紧
缺，人员调配不过来，最终又将
初三年级一个班交给他。一想
到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
想到班上四十多个孩子没有物

理老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接

过了重担。每周都要上二十多

节课，为了不耽误正常的教学

工作，他每天七点就到校，批阅

三个班的作业。白天上课经常

没有时间备课，只能晚上带课

本回家备课。

三尺讲台是绚丽的舞台，

在教育的这片沃土他犹如辛

勤的农夫，一年又一年精心耕

作，无私奉献着！回望走过的

路，正因为有了满腔的大爱，

他的人生虽然平凡却充满精

彩，虽然平淡却令人自豪；虽
然充满辛劳却不乏幸福，虽然
有过泪水却依然满载欢笑！

大爱藏于心，孝道隐于行

阎洪伟，市第三十三中学教
师，从事教师职业的第一天起，
他就时刻想着要做一个学生们
都喜欢的好老师。

他的语文课总是生动活
泼、深入浅出，让学生如沐春
风，如饮美酒。他善于引导学生
博览群书，他希望学生“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他的
引导下，学生读书蔚然成风。他
的班级获得威海市“书香班级”
称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
是“荣成市优秀班主任”，他所
管理的班级是荣成市“先进班
集体”，他是暑期远程培训优秀
学员，是“荣成市优秀团支书”，
他撰写的多篇通讯报道在省市
刊物上发表。

小宋同学生活在一个不幸
的家庭，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
离婚了，家里生活困难，哥哥也
因此退学打工。她跟随父亲来到
荣成，借读在荣成市第三十三中
学。换了新的环境，小宋还是无

法改变自卑的心理，她一直想退
学帮助家里挣钱。阎老师耐心地
做通了她的工作，说服她安心读
书，并保证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慢慢地，小宋同学树立了
信心，学习上也有了比较大的进
步。在给老师的一封信里，她这
样写道：“您不光是我的老师，也
是我的哥哥。在我最自卑、最困
难的时候，是您给了我鼓励和支
持，您让我有勇气坐在宽敞明亮
的教室里继续学习。谢谢您，哥
哥！在同学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的角色就由一个老师变成了
一个值得信任的亲人。”

百善孝为先。阎老师是个
知书达理的人，最懂这个道理。
阎老师爱事业，爱学生，也爱自
己的亲人，特别孝敬自己的父
母。2017年3月12日，患胰腺癌
三年的母亲离开了这个让她留
恋的世界。医院的医生说：“得
了胰腺癌还能活三年，这真是
一个医学奇迹！”殊不知在这三
年里，阎老师受了多少苦，流了
多少泪，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
己明白。

或许以上这些事情微不足
道，也或许这些事情都很平淡，
但谁能像阎老师那样年复一年
地真心为孩子、为事业、为亲人
付出呢？

奉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奉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周晓敏，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获得“荣成市优
秀教师”、“荣成市师德标
兵”、“荣成市青年岗位能
手”、“荣成市优秀班主任”
等称号，所带班级2 0 1 4年
被评为“荣成市先进班集
体”。

班 上 有 个 孩 子 叫 小
炜，是班里的学习干部，在
班级同学们的心中威信很

高，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一
天中午，值日生反映，小炜
的“小地盘”已经连续好几
天了不干净了。看到小炜
弄脏的“小地盘”，周老师
很严肃的批评了他，并监
督他收拾干净。虽然收拾
干净了，可是小脸却是气
鼓鼓的。为了不让孩子带
着情绪上课，周老师帮他
指出他这次的错误，并语
重心长地告诉他：一个真
正优秀的学生不仅仅是学
习好，还要养成良好的习
惯，包括卫生习惯。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
职，但如果没有扎实的教学
技能，空有一腔热情是没法
完成教书育人这一使命的。
每年，她都自费购买许多教
育教学的期刊杂志。她常
说，我们理应多读书，用书
中的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

己，做与时俱进的教育者。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学生也
会“亲其师而信其道”。她
常和“大师”们对话——— 常
读一些专业的书籍，创新教
学思路；她常常深夜还在聆
听名师课堂视频，对照专家
的教学理念、方法，反思自
己的工作，反思自己给学生
带来了多少收获，留下了多
少遗憾；反思如何才能设计
更有效的教学活动；反思怎
样才能让学生爱上她的课
堂。

行走在童心的世界，
她播种了阳光，收获了春
天 。选 择 和 孩 子 们 一 起 ，
她就是选择了责任与爱，
选择了微笑与欢乐、感动
与幸福。面对雏鹰般跃跃
欲飞的学生，她依然风里
雨 里 、脚 步 坚 定 、豪 情 满
怀！

在童心世界奏响“爱之乐章”

褚玮玮，市第二实验幼
儿园教师。“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这种甘于
奉献的精神褚老师做到了。

班上曾经有一个叫潇潇
的男孩，父母工作很忙，每天
放学都很晚来接孩子，有时
甚至到晚上八九点，褚老师
每次放学后都陪他玩滑梯、
画画、看书，就这样她默默的
陪了潇潇一年直到潇潇上一

年级。幼儿园有一个特殊的
孩子，由于天生肠功能发育
不良，几乎每天都会大便到
裤子上，她不厌其烦为他清
洗裤子。家长每次都说把裤
子带回家，她总是一句话：这
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班级的管理工作中，
她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
身作则，为幼儿树立榜样。每
年9月份新生入园，给孩子们
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卫生
等习惯就成了小班教学工作
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样才会
为升入中大班奠定良好的基
础。2018年她又顺利的拿到
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作为
教师，她甘做人梯，由她带领
的年轻教师已经多个成为幼
儿园的骨干教师，并且担任
班主任的工作。

工作中她始终坚持“以

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理
念，在与家长沟通中她始终
站在家长的角度去考虑问
题，每年新生入园也是家长
最焦虑的时期，褚老师每天
将每一个孩子吃了多少饭、
中午睡了多长时间、发生的
特殊事情以及来园的适应
情况都记录在备忘录上，便
于下午放学和家长们交流，
就这样她的认真负责得到
了每一位新生家长的认可
和信任。

师爱如雨，育人无痕。
用“平和”的心态来为人、为
师、为学，是我们眼中的褚
老师。她没有华丽的语言来
描述自己，她总认为：说得
好不如做的好，踏实的工作
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好
教学工作才是交给孩子、家
长最好的答卷。

最美师心 走进童心

肖华萍，市世纪小学教
师，从教2 3年她将满腔的
爱赋予了她的学生，所带过
的班级多次被评为“荣成市
先进班集体”，本人被授予

“荣成市优秀班主任”、“荣
成市师德标兵”、“优秀备
课组长”等荣誉称号。

班 上 的 小 维 性 格 古

怪，上课时经常打扰同学，
老师和同学批评他几句，
他能直接趴在地上，肆无
忌惮地打滚、撒泼，成为有
名的“小刺头”。通过细心
的观察，肖老师发现这个
小男孩的心理相对于其他
小孩更加脆弱，需要得到
更多的关心和呵护。上课
的时候肖老师会走到他身
边，耐心地指导他学习。开
始的时候，他既不说话也
不写字，就这么无言地反
抗着。可是肖老师没有放
弃，一有时间就和他谈心，
帮助他整理书桌。功夫不
负有心人，一个月后，小维
慢慢开始上课写字了，桌
洞也整洁了，她的努力和
真心终于得到了回报。

班上的小轩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跟随姥姥一起生

活。老人年纪大，经常忘接
孩子。肖老师经常亲自把他
送 回 家 。姥 姥 感 激 地 说 ：

“老师，您比轩的妈妈还关
心孩子。”小轩患有哮喘，
走路也不方便，所以在日常
生活中，肖老师给予了他更
多的关注。一天午休时，肖
老师突然听到了小轩睡觉
时 发 出“ 呼 噜 呼 噜 ”的 声
音，马上跑过去，发现孩子
的哮喘病犯了。肖老师第一
时间联系了校领导，打通了
120急救电话，把孩子以最
快的速度送到了医院。医生
说，幸好送来得及时，否则
有生命危险。

在爱的坚守间，她找到
了自身的价值：教师的工作
是塑造人的工作，庄严、神
圣、伟大。只有付出爱心，
才会有收获的快乐和幸福。

择方寸之地 育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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