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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讲座

主题

《让自闭的孩子打开心扉》

为了让更多自闭症孩子分享到创作的乐趣，胡

老师和她的朋友欧小红老师等， 发起了三叶草关爱

自闭症儿童的公益绘画学堂，每月一次，不仅亲身教

学，还请来包括吴绪经先生在内的著名画家，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画画， 孩子们自闭的心灵在绚丽的色彩

中欢快地张开了。

胡琳

成华小学美术教师

作为四川省特级

教师的胡琳是大凉山

的女儿， 她将乡土麻

袋、 民间美术剪纸、版

画等作为一种载体，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

风格，在教育部主办的

“全国中小学艺术节”

中连获两届一等奖。她

的作品进入全国人美

版美术教材二册、七

册，是2012年新编教材

一年级下册、七年级下

册、八年级下册编委。

讲座

主题

《因材施教 个性成长》

人的秉性是千差万别的。 不可能用一个模子去

塑造，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

过：“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需要区别不同的情

况，施肥浇水，培养教育，这叫做因材施教。”因材施

教所传递的是一种理念，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是对

教育规律的尊重，而这一点正是教育成功的前提。

康永邦

成华区教师进修学校党支

部书记、电子科大附属实

验小学党支部书记和校长

中学高级教师，省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成

都市学科带头人， 成都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教

育部公布的第三批国培

专家， 西南大学校外硕

士生导师， 享受成都市

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累

计发表出版论著约100

余万字。

讲座

主题

《家庭教育的正能量》

刘云将围绕中学生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不爱

学习和早恋等，举例说明指导家长如何实施有效的

家庭教育，为家长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法。家长

不缺理论知识，而是缺乏针对每个孩子行之有效的

方法。

刘云

中学高级教师

四川省特级教师，

四川省中学骨干教师，

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曾

任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

校副校长、 成都市实验

中学校长。

讲座

主题

《我们的毕业季》

小学六年级意味着什么？ 在大部分家长和学生

眼里，紧盯的是小升初，而在王霞和她的同事眼里，

小升初的衔接教育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通过这个

课程培养学生是否拥有了学习的兴趣， 合作创新的

意识，友善待人的态度，积极锻炼的习惯和自主管理

的能力。在最后一年里，成师附小的德育活动以“我

们的毕业季”为主题，将班队活动、学校活动、家校

活动以及社会综合实践活动整合在一起。

王霞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特级

教师

先后荣获成都市语

文特级教师、 成都市小

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成

都市优秀班主任、 锦江

区优秀人才、 锦江区十

佳班主任以及四川省优

秀骨干教师等多种荣誉

称号。

讲座

主题

《初中三年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家长要高度重视初中：转型期、定型期（人生

观、价值观、性格、学习、未来），明确自己未来的三

年规划。孩子大了，教育方式要变，不要让孩子感觉

我们是他的敌人。做人比成绩更加重要，但也必须看

重成绩。学习是一种能力，不仅仅是成绩！容易影响

孩子学习的因素：手机、电脑、漫画、游戏、早恋、抽

烟，结交不好的朋友、家庭等。

成都商报记者 叶荣 杜玉飞 凌鑫晨 王勤 樊英

叶德元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历史

老师

从教11年，叶德元

就获得了全国模范教

师的荣誉。 叶老师从

2007年开始写班级博

客，2010年新创设的班

级博客 “叶老的窝”，

四年点击率超过80万。

目 前 累 计 已 经 达 到

1500多篇博文，每天坚

持为班级记录，博客上

他开辟了许多的栏目

和家长随时交流。

（人物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

讲座

主题

《语文教育与生命成长》

从教28年，文莉一直坚持一线语文教学，追求语

文将傲雪的高效性与艺术性。《语文教育与生命成

长》，这是文莉最近带着老师们研究的课题。她说，不

管是语文教学还是数学教学， 都不仅仅只是学科教

学，最本质的是全面育人。语文教材中的篇篇课文，

不只是冷冰冰的文字， 而重要的是传承生命成长的

意义，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从中吸取生命成长的营养。

文莉

银都师范小学校长

四川省特级教师，

四川省优秀青年教师标

兵， 四川省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先进个人， 成都

市学科带头人， 成都市

首批优秀青年教师。

讲座

主题

《耐心陪伴孩子，守望孩子成长》

夏虹说，假如我们期盼孩子身体健康，就要舍得

让他吃粗茶淡饭，舍得让他去摸爬滚打；假如我们期

盼孩子文明有教养，就得教他用眼睛看着说话的人，

并及时回应他人的话语；假如我们期盼孩子朋友多，

就要教他多替别人着想， 得到别人礼物时要表示感

谢……孩子就是大人的一面镜子， 教育就是不断地

完善我们自己。陪伴孩子成长，也能让自己成长。

夏虹

金苹果公学语文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四

川省特级教师、 成都市

教育专家，从教29年，坚

持全面关爱学生个体成

长。“尊重孩子，相信孩

子， 在教育的温情下陪

伴和守望孩子健康成

长！”是她的教育理念。

手机！最易影响孩子学习

“百名名师进社区”首批20人率先亮相，你想在家门口听谁的教育经（二）

扎根农村的金堂教师
用无悔青春照亮孩子的希望

又是一年桂
花香，每临此际，
每人心中都有一
份诚挚的情感涓
涓涌出：谢师恩。

在第30个教师节前夕，
金堂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
了“十佳”教育人物评选，65
名勤勤恳恳、桃李天下的园丁
获此殊荣，分别摘得了“十佳
校长”、“十佳人民教师”、
“十佳乡村教育工作者”、
“十佳师德标兵”、“十佳高
中把关教师”，以及“十佳班
主任”、“金堂县首批特级教
师”的荣誉称号。这不仅是金
堂县坚持“学有良教”，弘扬
高尚师德，树立先进典型的重
要举措；同时，亦是感恩这些
老师的崇高与无私。

在金堂县涌现出的这些
优秀教师之中，许多人数十年
来扎根于乡村，为金堂农村教
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更带领一个个怀揣梦想
的农村学子敲开了希望的大
门。而当孩子们在他们的浇灌
下走出农村实现理想，走向全
国各地成为了军官、白领、企
业家……他们依然坚守在乡
村的讲台上，几十年如一日，
继续用力托起明天的太阳。
获得“十佳乡村教师”称

号的易会琼、“十佳班主任”
邹昭贵、“十佳人民教师”蔡
永莲，都是任教二三十年的小
学一线教师。他们谱写着金堂
教育的辉煌，却不计无私的奉
献。他们都已记不清，自己教
过的学生有多少人，他们却知
道，他们追逐一生的梦想，就
是“点燃每个孩子的梦想”。

身材瘦小的易会琼，只有70
多斤，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就是这
瘦小的身影，却每日出现在一条
乡路上，早上10多里，晚上10多
里，一走就是23年。
“我现在不用再走了”，今年

一过，易会琼教书生涯就满30年
了，她如今是金堂县三烈小学的
语文教师。在2008年的5·12大地
震后，易会琼任教23年的繁荣村
村小并入了镇上的三烈小学，她
也在当年进入了三烈小学任教。
但那26年的村校生涯，却始终是
易会琼最宝贵的记忆。
1985年，是开启她教师生涯

的时间。那时，不到20岁的她，继
承了父亲的职业，选择到繁荣村小教书。看着身边的伙伴纷纷奔向大城
市打拼，易会琼有些心痒。而当走上讲台，看着下面30多个孩子渴望的
眼睛，那一刻，此生做教师的信念就再没动摇过。
教书的第三年，易会琼从娘家的繁荣村嫁到了十多里之外的姜棚

村。依照常理，她可以转到家门口的姜棚村村小教书。“可我舍不得那
班孩子”，在繁荣村小教了三年的孩子们也早就离不开这位像母亲一
样的老师。易会琼最终没有转走，不会骑自行车的她每日早起一小时，
晚归一小时，迈着匆匆的脚步，奔波于两村间的小路，从来没有迟到过。
就像是那条路上的风景，23年来，两村的人都习惯了看到她匆匆的背
影，然后叫上一句易老师，表达敬意。

易会琼从来不会发火，这对于老师而言似乎不是优势。怪的是，学
生们很少在她面前调皮。“我也没有收服人的诀窍”，但她的细心与爱，
孩子们都懂得。她的班上甚至几次上演过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桥
段，每一次，都是易会琼找回了孩子。
记得曾有一个一年级的女孩过了年后就没再来读书。放学当晚，易

会琼没有回家，而是淋着大雨摸黑赶去了女孩的家中。“那时候农村都没
有电话，肯定要找到人为止”，易会琼还记得，大雨使村中的小河涨了水
位，单薄的她只能裤脚都来不及挽起，趟进了冰冷的河水里。一身泥水赶
到女孩家中时，女孩父母却说，没钱再让孩子读下去。这是个留守儿童，
如果不再读书，孩子的将来何去何从？那时，学生一学期要交8块钱的费
用，易会琼每月的工资只有20多块，但她并没犹豫，就帮着垫付了。

乡村苦，她并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却始终没有离开的念头。“学
生走出去，比我走出去重要”，易会琼每年过年家门都会被学生踏破，
那些被她教过而飞出农村的孩子，从没把她忘记。一个叫易曼秋的学
生，在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已在北京事业有成。30多岁的她每一年回
乡，都会上门给易会琼谢恩。她不会忘记，小时在学校发烧，是瘦小的易
老师踉踉跄跄地背着她跑回家，再同父母一起送她去镇上的医院。
“还有什么比看着学生们出息更有成就感的呢？”，在易会琼心里，

孩子的梦，就是自己的梦。

在转龙镇玉皇村里有
个邹校长，村里一千多老
百姓，家家的孩子都托付
给他，在他的呵护下片片
嫩芽开了花。他是邹昭贵，
今年被金堂县评选为“十
佳优秀班主任”，如今是
金堂转龙小学的毕业班班
主任。在2008年前的24年
里，他是玉皇村村小的乡
村教师和校长。
邹昭贵的教师生涯从

18岁就开始了。那时，村里
的青年流行外出打工，不
少都发了财。年轻的邹昭
贵满怀理想，也曾想去城
市，干一番事业。“一听到娃儿们老师老师的叫自己，就舍不得
了”，年少的他，想到每个孩子都有干番事业的梦想，就将自己
的理想重新做了定位，他想永远站在讲台上，将孩子引上实现梦
想的希望之路。
“都是农村娃娃，都多可怜的”，邹昭贵教的学生，超过一半

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不仅没有办法享受城市里优越的教学资源，
甚至连平日的生活都无法过得安逸。细心的邹昭贵养成了一个
习惯，每天早上一来，先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蔫蔫的，脸色不
好的，多半是没吃早饭”，而每一次观察到有孩子没吃早饭，他
要么就摸出两个煮鸡蛋递过去，要么就从口袋掏出几块钱，让娃
儿自己去吃点儿。他见不得那么小的孩子，饥肠辘辘的过一天。
那些年，邹昭贵30块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时候，都是给娃娃

垫了学费书费。他还记得那个很少开口说话的男生，父亲劳改，
母亲离家，带他的奶奶满心绝望，拿不出钱来。邹昭贵圆了他的
上学梦。过了几天，奶奶提了一篮鸡蛋送给邹老师，他怎样也不
忍收下。
2008年后，玉皇村小并入转龙小学，邹昭贵跟着到了这所镇

上的小学做班主任。虽是镇上的中心校，但班上的娃娃约三分之
二依然是留守儿童。保持着多年的习惯，邹昭贵仍然会一眼挑出
没吃早餐的孩子，送上鸡蛋或零钱。
“虽然是留守儿童，许多父母不闻不问，但我不会不管”，邹

昭贵不仅自己会管，他还会坚持挨家挨户的上门家访，说服家长
一定要花精力在孩子身上。而留守儿童的家，他不仅会上门去关
心照顾，还会定期给孩子外地的爸妈电话联系，将孩子的情况说
给他们听。“有时候爸妈电话那头听得都烦了”，但是邹昭贵却
坚持要说服他们关心孩子。
现如今，邹昭贵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他们总是嘴上

埋怨，父亲将满心的爱，全给了学生，也没干什么大事业。但他们都
知道，邹昭贵最大的事业，就是教出了那么多有了事业的孩子。

与易会琼和邹昭贵不
同，蔡永莲不算是严格意义
上的乡村教师。她任教至
今，一直在土桥二小，但在
她的学生之中，很大一部
分，也都是农村留守儿童。
这是个要强上进的老师，在
她的人生辞典中，“由差到
好”从来不是难事。

1987年从师范毕业教
书，那时，蔡永莲的梦想是
上大学。可惜家穷，那么
“就好好教书育人”，她发
誓要让学生们从自己的课
堂上学到知识，让他们实现
大学梦。而事实上，蔡永莲
不仅做到了后者，也做到了前者。她带的班级总是在全县名列前
茅，而她自己也没有停止进步，工作中自学，她很快自学完成了
大学本科的课程。

在学校，她总是带毕业班，甚至总是带总成绩偏差的毕业班，
因为她就是有本事能把“差班”迅速教成“好班”。刚接上个毕业
班的时候，班级的成绩在土桥社区8个班级中排名倒数第三，一年
之后，这个被她点燃的“小宇宙”居然冲到了片区第一名，甚至在
整个金堂县名列前茅。“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蔡永莲舍得花精力
在学生身上，在她的班级，她一个孩子都不会放弃。

记得那个叫罗小梅的女孩，成绩总是拖班级后腿，大字不识
一个。父亲打工，母亲离家，罗小梅的爷爷奶奶早就放弃了她。成
绩差，人缘也差，连班上春游分组都没人要她。“你们不要她，我
要她！”，那时，蔡永莲刚开始带这个班级，她决定不放弃每一个
孩子。

每天放学，她都会把小梅带到自己身边，手把手教她做作业。
从四年级一直到六年级，小梅每一天放学之后，都比别人多两个小
时与蔡老师相处；而蔡永莲，也每天都晚两个小时回到家中，“比
对自己的女儿用心多了”。每一年的期末，小梅的成绩都有飞跃，
从个位数的成绩到40分，从40分到及格，到了毕业，小梅考了70分，
她已不再是差生。
要求严格的蔡永莲，对待孩子其实格外温柔用心。她家访做得

很勤，班上那位留守男孩，家中就他自己，蔡永莲经常过去，关心他
的生活。有时候看到他家里很久没人打扫，没洗的碗放了几天，她
含着泪帮他弄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体贴，换来的总是温情的回报。她不会忘记，那天中午
自己背着生病的学生去医院来不及吃饭，是班上那位最不爱讲话
的男孩用毛衣将自己的饭盒包起，放在胸口捂着等她回来。“蔡老
师，我用两件毛衣包着，饭还是冷了”，饭盒递给她的一瞬间，蔡永
莲的泪簌簌而下。

三烈小学教师易会琼
舍不得离开那所村小
20多里的乡村路23年来她天天走

转龙小学教师邹昭贵
我干的最大一番事业
就是教出干出事业的你们

土桥二小教师蔡永莲
哪怕你被家里放弃
我也不会放弃你

想要这些名师走进社区，在

自己的家门口听取顶尖名师的教

育经验，欢迎读者“点播”名师。点

击率越高， 名师越有可能来到自

己的社区哟！有问题想问名师的，

也可通过以下方式提问。

电话

86613333－1

（

9:00～17:00

）

邮箱

sb86612222@163.com

活动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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