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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三十个教师节，一个平凡而特殊的日子。

每到这个时节，总有一种思绪席卷而来。那些教过我们的老

师，有的日渐模糊，有的历历在目，那些年，那些事，像电影的慢

镜头回放，让人恍若重返青葱的岁月。

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给老师送礼还是

不送礼，在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度，教师节也许是很多家长最

纠结的节日了。今年恰逢第三十个教师节，国人有个不成文的传

统———“逢十大庆”。“今年过节不送礼， 送礼就送微祝福”，今

年，成都商报和市教育局联合推出“微祝福———为最尊敬的老

师说心里话”大型公益活动，号召孩子们和家长，为敬爱的老师

写下最美的文字，由衷地向老师表示敬意，让尊重回归到本原。

出乎我们的意料，孩子们的微祝福，发自肺腑，真切感人，鲜

有泛泛而谈的文字堆砌。 人北小学华侨城校区三年级三班唐加

翔的妈妈说， 孩子在给体育老师肖影写微祝福时， 哭得一塌糊

涂，因为肖老师调走了。是的，孩子们和家长都饱蘸着感情。

尼采说，一切文学，最爱以血泪书者。这样的文字，无疑是最

动人的，所以，我们在编辑这些微祝福时，为孩子感动而感动，常

常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这些纯粹的文字，记录了一个个可亲可敬

的老师形象，正是这样大批的老师，为成都教育由“学有所教”

向“学有良教”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对老师的感谢，或许源自老师精彩的上课，草堂小学孙

鸣老师教学生“洒”和“酒”字的区别，一句“洒掉了一横”，让宁

思傲觉得学习生字有趣了；这种感恩，可能源自一次不经意的关

心，成华实验小学的李严阳奕回忆，一年级时，因为爸爸妈妈没有

来接她心里非常害怕，是王筱巧老师陪她玩，给她吃喜糖，“就是

从那时起，每当我看到你，就觉得妈妈一直都在我身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石笋街小学四年级的吴蕊雨，经常看到

大哥哥大姐姐来看望“蒙妈”———蒙琳老师，正是蒙妈对工作的

兢兢业业，“才有了公交车上改作业的最美老师”。

是的，师德从来不是空洞和抽象的，它是发自心底对学生的

爱，这种爱，表现在认真精彩授课背后的认真备课；表现在面对

调皮学生的包容和尊重；表现在面对学生的阳光和微笑；表现在

对学生适时的表扬和鼓励； 表现在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一个

坚定的眼神和鼓励……

情怀既立，一切自在其中。

140字的微祝福，字数跟一条普通短信的内容相当。让我们

欣慰的是，这是很多孩子给最敬爱的老师“私人定制”的，这种

“私人定制”是无法复制和粘贴的，它发自孩子们的内心深

处，超越世俗。孩子对老师的爱，从来没有主科和副科之分，

这种爱是没有功利的。

我们希望它，成为这个教师节，老师们收到的最珍贵的

礼物，这也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百名名师进社区

快来点播他们

言微情重

拜谢师恩

特 / 别 / 策 / 划

别崇拜哥（姐），哥（姐）就是一个传说。

是的，对很多家长来说，名师、名校长，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莫担心，和名师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来了！石室中学校长田间、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段必聪、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校长

文莉、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全国模范教师叶德元……这些名字够闪亮了吧！他们，都将走到我们身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

教育教学经验。

为庆祝第30个教师节，成都商报联袂成都市教育局，推出“百名名师进社区”活动，让成都市最优秀的名师，走出校

园、走进社区，来到家长和学生的家门口，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

此次“百名名师进社区”大型公益活动，将汇聚成都市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最牛老师。首批我们将推出20名名师

名校长，并简略公布他们的从教经历、成就和进社区分享的主题。从目前统计的情况来看，几乎涵盖了小学到高中的各

个阶段，内容包括学科知识学习、家庭教育、孩子性格养成、高校自主招生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干货”，都是名师名

校长们多年从教生涯的成果提炼。此次活动也是教育系统践行群众路线，将优质教育资源向各社区延伸，推动教育均

衡化发展。

此次“百名名师进社区”活动，我们将提供“点播”功能。我们热忱欢迎社区居民（家长）和学生们，

根据自己最关注的热点，邀请名师到自己的社区（单位）进行讲座。同时，也欢迎大家向名师名校

长们提问。如果你的问题贴近实际，关注度高，则有机会在现场得到名师名校长们的解答。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拨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 “抢”名师名校长

发送内容至成都商报报料邮箱

sb86612222@163.com

“百名名师进社区”

活动参与方式

拨打成都商报新闻热线

86613333-1（9:00－17:00）报名

电话参与

邮箱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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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锦江教育为人师表无私奉献
———锦江区优秀教师的故事

懂你等你
———和平街小学阳斌

特殊教育，来源于生活，最终也必将
回归于生活。让每一个特殊孩子都能像普
通人一样融入社会是特教人的责任和目
标。然而，特殊学生的学习起点低，学习能
力有限，他们被比作小小的蜗牛，缓慢地
前进着。而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阳斌老
师用爱呵护着他们，为他们披荆斩棘。

在特殊教育中，正确的方向能够避免
学生徒劳无功，漫长的等待则是必备的功
课。阳斌老师根据班里学生的特殊情况，
采取“带着课程进家庭”的特殊家访模
式，展开全面的“特殊家访”，走进特殊学
生家中，回应家长的期盼，将适合学生康
复及技能训练课程带入家庭，指导家长在
家庭中训练孩子，和家长一起帮助学生健
康成长，让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适应社
会。

特殊教育，必须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
习，才能内化成特殊学生自己的能力，这
些年来，最令阳斌老师骄傲的，不是学生
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是 --让社会

交往障碍的学生自信、快乐地参与学校生
活；接纳自闭症学生的刻板行为，让他们
自在、舒适地与人相处；为脑瘫学生提供
动作训练，帮助他们尽早地实现独立行
走；教育学生如何与人相处，引导他们在
毕业之后顺利地步入社会。

特殊学生是缺萼的花朵，但他们也有
开花的一天。等待花开，需要营养，也需要
时间。懂你--决定了特殊教育是否走对
了方向；等你--决定了特殊教育能走多
远。“懂你、等你”是阳斌老师对学生最好
的守护。

做“用心”的教师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邱袁

“甘作春蚕吐丝尽，愿化红烛照人
寰”，这是人们对教师无私奉献精神的赞
美。有一位老师一直将其视为人生追求的

最高境界，苦学不倦、勤耕不辍，用无悔的
信念和辛勤的汗水去换取事业的成功，她
就是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邱袁。

从事教师工作以来，他把生命中的一
分一秒都交给了她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寒
来暑往，日复一日，办公室里，她埋头学
习，专心备课，细心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
生的身影,让人感到工作境界之美；在学校
操场上，常常可见他与学生并肩而行，悉
心交流，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她把
“心”全部交给了学生，把“心”全部交给
了班级。

用心，在于从点滴之处让学生感受到
关怀。在邱老师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录着每个孩子的生日。在他们生日的时
候，邱老师都会买一张贺卡，一张小小的
卡片，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老师满满的爱。
对于班上的外地生，邱老师更加关注。每
个学期的某个星期六，邱老师便会邀请全
班所有的外地生一起聚餐。慢慢的，这成
为了外地生心中一学期最重大节日。

用心，还在于帮助个性学生找到自己
的理想和目标。2014 届的鲁瑶同学是一位
有着摄影天赋的学生，但是上了高中后，
父母害怕影响到学习，不让她再参加任何
摄影活动。邱老师得知后，亲自上门家访，
说服父母。同时，在邱老师的指导下，鲁瑶
创立了师大附中第一个摄影社团 --“格
图社”。在这个小小的社团中，鲁瑶找到了
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仅没有耽误学习，反
而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4 年，
鲁瑶以高考全校文科第一成绩毕业。“我
很感谢邱老对我兴趣的肯定，他让我体会
到了学习的真正快乐。”回想三年和邱老
师相处的时光，鲁瑶充满了感激。
“用心”培育每一个孩子。十几年来，

邱老师用自身的思想和言行诠释了一个
真正优秀的教师所需要的品质。而她所培
育的学生，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光
芒与温暖，见证了邱老师“愿为人梯”的
理想与践行。

带着诚意与爱前行
———成都第三幼儿园祝静

十二年来，祝静老师渐渐悟出，恰如
高尔基所言，幼教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热
情与向往，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诚意与爱。

苗苗是一位双耳失聪的女孩，乖巧可
爱的她却个性敏感，害羞胆怯，总是沉浸
在自己无声的世界中，几乎从不与人交
流。祝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祝老师一
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机会，终于，她惊喜地
发现苗苗喜欢画画！抓住这个契机，祝老
师为苗苗打开了一扇窗，走进了她的心。

祝老师请苗苗来帮助设计班级的墙面布
置，还请苗苗为班级区域活动独家提供所
需要的图片，班里所有和绘画有关的事
情，她都请苗苗来参与，慢慢地，苗苗脸上
有了自信的笑容，其他孩子也都开始崇拜
起“小画家”苗苗了。在祝老师的帮助下，
苗苗开始对其它的活动也有了兴趣，苗苗
的身心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祝妈妈来了！”每天清晨，雯雯总是
会早早的来到家门口，等着祝老师。自从
父母离异后，雯雯和妈妈一起生活。年迈
的外婆生病住院，雯雯妈妈需要照顾外婆
没办法接送孩子。得知这一消息后，祝老
师主动找到雯雯的妈妈，让她放心地把孩
子交给她。从此，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
酷暑，甚至自己的孕期也不能阻挡祝老师
接送孩子的脚步。祝老师说，班里的孩子
也是我的孩子，我只是为我的孩子做一点
我该做的事情。从那以后，祝老师每天上
学放学都接送雯雯，雯雯开心地笑了，忍
不住叫她亲爱的祝妈妈……

在幼儿园这片沃土中，祝老师和孩子
们朝夕相处，用汗水和爱心浇灌着孩子们
稚嫩的心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所从
事的幼教工作虽然永远不会有其他行业
那些轰轰烈烈的成就，但这份事业所散发
出的温馨与深情，纯真与亲切潜藏着巨大
能量，这能量将使得她带着微笑，带着对
幼教事业的诚意与对孩子们的爱，勇敢前
行。

让花朵尽情地绽放
———七中育才三圣分校刘妮
每朵花都有结果的心，每个孩子都有

成长的愿望。对于教师来说，不论我们守
护的花骨朵是怎样的品种，我们都要想方
设法为他们找出一个绽放的理由！这就是
七中育才三圣分校刘妮老师的教育理念。

她会为每个孩子制作一份详尽的个
性成长档案。根据孩子的特点，选择适合
的成长方案。她坚持培养孩子的观点：与
其取长补短，不如扬长避短。先让孩子在
擅长的方面树立起表现的信心，进而激励
他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为了给班级的每个
孩子提供个性能够得到尊重并充分展示
的表现舞台。刘老师根据初中各个阶段的
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序列励志主
题班会，这不仅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了表现
的机会，建立了表现的信心，也为孩子们
三年的发展建立起一个 “班级免疫系
统”。

只靠空洞的说教，教育效果持续时间
会很短。在教育过程中，依靠多种多样的
活动，就可以强化和延长教育效果。刘老
师每学年几乎都会组织超过 100 次的班
级活动，班级成员参与表现率为 100%。丰
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表现自我、展
现才能的机会又凝聚了班级向心力。每一
个成员都会体验到因自己的努力而为班
级争得荣誉的愉悦。

活动彰显个性，心灵的沟通则是激发
孩子内在的表现力。刘老师坚持同孩子谈
心，在学习上帮助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
们，细心观察，真正走到学生的内心深处。
班主任的工作事无巨细，有的时候真的很
累，甚至要在学校忙到八、九点钟才能回
家。但是，付出，孩子们给了最好的回报。

面对这些孩子，心中满是期待。刘老
师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着、收获着，“表

现”，让每朵花都散发自己的芬芳，开出自
己的繁盛，幸福像花儿一样，希望一份美
丽的坚守能够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最遥远的距离，
最执着的守望
———成师附小白鹭溪分校杨丽

在远离市区的白鹭湾景区旁，有一所
美丽的学校。一位年轻的教师每天上下班
需花费近四个小时、来回逾五十公里，可
从未有一天迟到，她，就是成师附小白鹭
溪分校的杨丽老师。

自 2009 年公招到这所学校以来，一
千多个日子，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
雨，不管是烈日酷暑还是腊月寒冬，杨丽
老师每天都是早上五点多钟起床，6 点钟
准时出门，途中转 3 趟公交车，有时还要
借助出租车、三轮车、摩托车等多种工具
才能最终到达学校。特别是 2012 年杨老
师怀了小孩以后，笨重的身体和强烈的孕
期反应让漫漫上班路显得更加艰难。尽管
如此，为了不耽搁孩子们的学业，杨老师
仍坚持每天都风里来、雨里去，按时到校，
从无缺席。

孩子的出生，让杨丽老师更觉得肩上
责任的重大。产假一过，杨丽老师又投身
到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为了能够兼顾家
庭和工作，杨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
子，工作日里，杨丽老师的母亲与小孩就
住在出租屋里，孩子饿了，母亲就抱着孩
子到学校，喝点母乳，见见妈妈，有时候，
母亲甚至要一天数次的往返于学校与出
租屋。面对这些困难，杨老师总是微微一
笑，“全班 45 个学生都是我的孩子，他们
谁都离不开我。”

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杨丽老师用
爱呵护这些孩子成长。这就是锦江区一名
普通青年教师，虽然与学校有着遥远的距
离，但内心对教育却始终饱含着最执着的
守望。

邹奕胡君谢华

濯锦之江，源远流长。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锦江区响亮
提出“学在锦江、品质教育”，大力推行名师、名校、名校长的“三名”工
程，通过实施“一校一品”战略，使学校走上了“错位发展，彰显特色”之
路。

作为全国教育现代化改革示范实验区，锦江区从文化强校、科研兴
校、管理强校三个维度给予新课改的强势推进，整体教学水平位居全市前
列。通过以孩子为主体、活动为载体、校园文化为牵引，丰富学生社会认知
和体验，素质教育在这里得到深度实现。“锦江四季”特色德育活动，“濯
锦少年评价体系”，“优质教育链”建设，“公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等亮点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锦江区将继续大力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
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发展均衡、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品质优良”的
教育强区，为锦江区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生态型精品城区做出贡献。

我们坚信，锦江教育必将如春天的花园，绚烂多彩、生机勃勃！锦江区
的学校也必将是群星闪亮、精彩纷呈！

首批20名师名校长亮相 22~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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