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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讲座

主题

《培养绅士淑女从现在开始》

肖明华亲自策划，由该校教师联合编写的《绅士

淑女教育读本》，提出了72条学生自我文明礼仪修炼

素养要求或行为规范。 肖明华认为，“绅士淑女”是

一种精神、一种修养、一种因具备人生高尚品行和美

好理想表现出来的风范。 无论它和升学考试内容有

无关系，都应该加大力度、系统性地培养教育。

肖明华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西区）校长

四川省政协委员、

成都市学科带头人、四

川省中学特级教师、成

都市首届十大教坛明

星、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

高级教练。 从教二十多

年，积极践行“自主学

习、 主动参与、 发展潜

能”的教学模式，深受

学生喜欢， 曾获四川省

高中数学教师教学比赛

一等奖。

讲座

主题

《如何对孩子进行思维培养和训练》

小学数学的教学就是“为了思维而教”。要了解

孩子的数学思维特点和规律；现行教材（新课标版）

是如何体现对学生思维的关注； 如何对孩子进行思

维品质的培养； 作为家长又应当给予孩子怎样的引

导……数学素养不仅为孩子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还会伴随孩子一生，使孩子智慧地生活。

丁晶

双林小学数学老师

成华区数学中心组

成员、 成都市小学数学

专委会成员、 成都市

“名师工程”后备人选。

先后被评为“成华区优

秀青年教师”、“成都市

优秀青年教师”、“成都

市学科带头人” 等。

2014年荣获四川省特级

教师称号。

讲座

主题

《怎样适应初中学习》

法国十七世纪数学家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

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杨光荣将根据他和同事

们近几年对小初衔接的研究， 为聆听讲座的家长和

学生，提供尽快适应初中学习的建议。和家长们探讨

的重点是：怎样提升初中学习的专注度；合力安排初

中学习的时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丰富课外生活；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杨光荣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书记

慧源校区执行校长

四川省学术与技

术带头人，四川省特级

教师，成都市物理学科

带头人，全国首届优秀

科技教师， 四川省、成

都市人民政府专项奖

励，曾被评为成都市优

秀青年教师。

（人物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

讲座

主题

《兴趣、习惯、能力———

给一年级家长的一点建议》

孩子上小学了，作为家长，你一定很兴奋吧！你

的理念、你的视野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从游戏为主

的幼儿园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小学生了， 家长也要

很快地适应， 配合学校老师督促孩子尽快适应学校

的生活。要知道能力比知识更重要，情商比智商更重

要，情商可以弥补智商的不足。

秦敏

红牌楼小学老师

2014

年成 都 市 优

秀班主任

在36年的班主任教

育工作中， 秦敏始终牢

记一句话：“教育，就是

着眼于孩子的全面发

展。” 为了让家长转变

观念，不以成绩定终身，

配合老师在小学阶段培

养孩子的声乐、舞蹈、乐

器、绘画等艺体特长。

讲座

主题

《高中学生家长

如何做好学校教育的配合工作》

拟从高中生的特点、 时代特征以及家长群体特

点分析入手， 探讨并引导家长做好分内工作， 少缺

位、多补位、不越位。同时，结合每个实际情况，进行

个性化问题的交流与探讨。

罗清红

成都七中副校长

省特级教师、 成都

市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

成都市“未来教育家”

培养人选。 先后从事高

中物理教学、班主任、德

育管理、教务工作，目前

主要从事学校教学和科

研管理及远程直播教学

指导等工作。

面试时，10个学生如果9个都在讲学习，其中有1个讲

自己对流行的看法，那么招生官对那个“唯一”的学生会

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叠厚厚的简历不一定能得到招生官

的青睐，“因为招生官没有时间读一本书”。

日前，常春藤顶尖高中的老师来到成都时表示，每个

招生官看申请材料的时间非常有限，10~20分钟就会做出

是否录取的决定，所以，在申请文书和材料里如何简明扼

要地展现你真实的个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美留学美国

顾问介绍，美国有450多所寄宿学校，大多集中在东北部

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等，寄宿中学代表

了美国高中的最高教育水准。

为了让有意赴美留学的国内学子们一次性解决所有

留学疑惑，9月13日， 金吉列留学为所有成都的学生和家

长邀请到IVY小常春藤顶尖高中的屈老师讲解： 如何才

能申请到好的高中，怎样的高中对孩子的培养作用更大，

以及如何准备才能申请到好的高中。

成都商报记者 凌鑫晨

申请美国顶尖高中

如何展示自我

讲座

主题

《高校自主招生的情况介绍》

研究性学习与生涯发展的关系； 高校自主招生

的情况介绍； 家长如何发现自己孩子的潜能加以培

养；如何让孩子将兴趣转变为志趣。

张晓容

华阳中学物理老师

2014年全国优秀教

师， 长期从事科技教育

研究， 四川省科技教育

培训专家。 长期任三个

班级以上的物理课教

学， 还带着全校师生探

索“创新人才的培养方

法”。节假日，她辅导学

生做课题研究方案，带

领学生到科研院校做实

验……

成都商报记者 叶荣 杜玉飞 凌鑫晨 王勤 樊英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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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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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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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1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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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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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块黑板，几支粉笔，充其量再加上一根教鞭和几块三角板，便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及其之前教学课堂的全
部装备。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在那时似乎是每一位教师的基本功，一堂课下来，教师嘴里、头发上、衣服上就会沾上一层白白的粉笔灰，教师之
辛苦可想而知。

今天，是我国第30个教师节，30年来，成华区的各所学校向各类高校输送了上万名优秀新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时代骄子。有众多学
生考入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人民大学、中科大、南京大学、上海交大，以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海内外一流高等学
府。近年来，成华区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连创新高，获得市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赞扬。

名师荟萃桃李芬芳
———成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代表掠影

任教十二载，苏春艳寓教于爱，她用自己
一个个或深或浅的脚印，丈量着人生的长度
和宽度。
自苏春艳2002年毕业踏入教学岗位至今，其

一直在杨柳小学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和
家长、孩子长年累月的零距离的接触当中，在翻
阅了很多书籍、文章，聆听了数十场的班主任专
题报告，以及自身不断的反思当中，她总结出了
一系列为人师者，与孩子沟通、与家长沟通的秘
诀。那就是———当孩子犯错误时，苏春艳就会
想，“假如我是孩子”或“假如是我的孩子”时，

自己会怎么样，就这样不断地换位思考，不断地用自
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去感化，用自己的真心去浇灌
出一朵朵绚丽的心灵之花———我和家长的心走得更
近了，和孩子的心贴得更紧了。

对于出生于农民家庭的苏春艳而言，她深知知
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在这种使命的感召下，苏春艳
竭尽所能，用尽平生所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在苏
春艳的谆谆教导下，她们班的孩子在一天天的成长
中，不断地变得懂事，不断地变得能干，不断地学会
了感恩、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宽容、学会了诚信……
苏春艳所带的班级在2005年6月被评为“成华区优
秀班集体”，2006年、2008年两度被评为学校“优秀
班集体”，在运动会、语文节、数学节、英语节、艺术
节当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苏春艳本人也多次被评
为“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个人”。其中，苏春艳
撰写的德育论文《浅谈语文课堂中的德育渗透》在
2004年全国中小学德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荣获三
等奖；论文《做一个充满“爱”的领路人》在成都市
2008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中荣获三
等奖，案例叙事《好孩子，你是最棒的》在成华区小
学德育优秀论文、案例、活动方案征集活动中荣获三
等奖。2009年6月教学设计《我们是快乐的班集体》
在“2008－ 2009 学年度成华区品德与生活（社会）
教学设计比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同时，在成华区
品德与生活（社会）教学设计与实施大赛活动中，执
教的《学校周围有什么》获得一等奖。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苏春艳：用脚印丈量人生的长度和宽度

从教12年，杜小涛曾获“成都市高考优秀教
师”、“成华区优秀青年教师”、“学校优秀班主
任”等荣誉。2002年，杜小涛从大学毕业走进38
中，从事初高中物理学科教学，同时一直担任班主
任工作。他处处以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校
为家，热爱学生、团结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杜小涛从不错

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的机会，积极参
加各种学习、教研和师德师风建设活动。他钻研教
材，查阅资料，精心设计教学环节，结合课堂实际运
用课件配合教学，向40分钟课堂要质量。给学生畅
所欲言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而他
则善于引导，做学生学习的合作伙伴，教学效果事
半功倍，所教学科在高考中均取得优秀成绩。

在杜小涛的教导下，其所带领的高2013届
在去年高考获得“成华区突出贡献奖”，而杜小
涛本人则获得学校高考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荣誉称号。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杜小涛：让每位学生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今年是杨永平在列五中学任教的第12个年头，
自2009年开始，他已连续5年获得列五中学优秀班
导师荣誉称号。

对于教学，杨永平常以“如果是我的孩子”这
样的心态去思考学生究竟需要什么。在平时的教学
过程中，杨永平以一颗仁爱之心平等地对待每一位
学生，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他们的内心感
受，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因此，杨永平所带的班级
成绩都非常优秀，2006年他被调到高中部工作。在
高中工作的6年中，杨永平担任班导师（班主任）的
两届学生都非常优秀———高09级9班获得成都市优
秀班级体称号，高考成绩同类第二；高2012级7班获
得成华区优秀班级体称号，高考成绩同类第一。

除了教学，杨永平还积极参加省市区校的教
改科研活动，参与市级、区级公开课若干次，获得
市说课比赛一等奖；多次参与四川省人教版、高
一、高二物理配套练习册的编撰、修订工作，参与
《理科爱好者》编写工作；参与《名校课堂内外》
的编写工作，独立承担列五中学《初高中物理衔接
教材》的编写。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选择文理科，
潜心撰写论文《文理分科》发表在《文科爱好者》
上。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杨永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虽然只有9年从教经历，但邬金已多次获得
“先进个人”、“成华区优秀青年教师”等称号。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的邬金，从2005年开始就
进入了成都市第十三幼儿园担任老师。2005年6
月和2010年2月，邬金分别参与了成都市第十三
幼儿园国家十五课题和市级区域性课题的研
究。2011年2月，十三幼儿园又进行了省级课题
《通过皮影活动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研究》，

邬金亦成为主研人员之一。不仅如此，由邬金承担其
中小专题研究的《通过剪纸皮影活动，促进幼儿合
作的有效性研究》工作，文章先后在市区获奖及发
表，多次承担了国家级、市、区级现场观摩。
邬金除了在教研方面卓有成就外，在对待幼儿

园的教学工作方面也尽心尽力。从2013年开始，邬金
组织十三幼儿园青年教师开展幼儿园工作室活动，
深入研究户外体育材料粘粘棒，让粘粘棒充分发挥
户外器械作用，适用于小、中、大班三个年龄层次的
八大基本动作领域活动。在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将
工作室活动成果不断总结反思，编辑著作《快乐粘
粘棒》一书。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去年9月起，邬

金在班上组织了该班的家委会，得到了家长们的大
力支持。第一学期，邬金组织了家委会参观大熊猫基
地，让孩子们在游玩中获得知识，让家长们在游玩中
与孩子更加亲近。邬金一改以往单纯游玩的活动，增
加了以家长为主的手工活动，并争取每月举办一次
家长沙龙活动。今年3月，邬金请到了手工特长的学
生家长来教大家做夹子，深受家长欢迎；4月，在草莓
成熟的季节，家委会成员也自发的组织踏青摘草莓
的活动，受到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邬金：不做“爱无能”

“优秀辅导老师”、“感动双庆”、“优秀班主
任”、“成华区教坛新秀”……这些都是仅有7年
教龄的、双庆中学语文老师邹丽所获得的荣誉。
“没有学生的日子最令我焦躁不安。”这是

邹丽不接受领导要她休息的命令时的托词，不接

受家人苦苦哀求的理由。两次手术，天天要引流换
药，却不愿耽误一节课，两天、一周、两周，邹丽努
力挺着、坚持着。休产假期间，邹丽天天通电话发
短信，向代班主任、科任老师、班委了解班上的情
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询问那几个较特殊学
生的学习和表现情况，给予鼓励和帮助；产假未
满，就提前站上讲台。

邹丽现在所教的2014级4班获得了成华区“先
进团支部”的称号和成华区先进班集体的荣誉。而
该班在今年的初三中考模拟考试中有33人达到省
重点线。
每一年、每一届的学生都在不断变化，为达成最

佳的教育效果，邹丽不断学习、充电，努力提升自身
能力，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尝试、调整，发现最
佳途径，实现最佳的教育教学效果。参加工作仅仅
七年，她的教育故事可以赛过平庸者的几十年。有
学生的日子就是她的岁月，有学生的日子被她经历
之后，留下了无数精彩。

成都市教坛新秀邹丽：没有学生的日子生活也变得黯淡

作为成华实验小学一名年轻的小学老师，杨溢
注重学生心理健康。她喜欢通过让学生排演小话剧
的形式，使孩子们的感情得以发泄，从而也让老师
们体会学生的情感与思想。她和她的孩子们用心理
剧的形式告诉老师：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璞玉，只
要我们用心与他们沟通，他们都会在不同的领域绽
放出独特的光彩。

作为学校心理大组组长，杨溢积极投入学校
“525”校园心理剧、德育课题“提升班主任沟通技
巧”研究等。她指导的短剧—《两面派班长》，呈现
了班主任老师在面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孩子时，如
何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量身定做沟通的方案。杨
老师在面对两面派班长小丽的不当做法时，运用
同理心的沟通策略帮助小丽重新建立起了和同学
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时帮助小丽再次赢得同学们
的尊重，做回称职的班长。校园心理剧《一支钢笔
的矛盾》、《彩虹相册》获得广泛好评，2011年获成
华区、成都市心理健康赛课二等奖，2012年获成都
市主题班会赛课一等奖、成华区品德与社会（生
活）赛课一等奖。

在语文教学方面，杨溢也坚持要把课堂充分
还给学生。她认为作为老师，不是教会学生语文，
而是要教会学生用语文。她所教班级学生语文功
底扎实，学习习惯良好，在区调研考试和历次期末
考试都表现优异。2014年5月，承担成华区语文教
研课，精心准备《和时间赛跑》课程，采用“让
学”、“语用”等先进教学方式，将课堂充分还给学
生，教研课受到区教研员和全区语文教师的广泛
好评。

成都市教坛新秀杨溢：沟通用心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学
生，充分关注学生需求，才能使教师的教更有效
地服务于学生的学。自1993年从成都市师范学校
毕业，双林小学教师丁晶一直担任小学数学教学
工作。她一直秉承在教学前教师要充分了解学
生，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前概念、认知方式以及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再根据学生的特点

搭建学生通往教材的桥梁。
数学学习的就是生活中的数学，同时也是为

生活服务的。丁晶认为，在孩子们的生活经历中或
多或少的积累了许多与数学相关的经验，通过分
析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与学习该内容是否相匹配
及可能产生的知识误区，就能充分预见可能存在
的问题，在课堂上有针对地加以分析，可以使教学
活动具有较强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功效性。
丁晶在成华区率先进行了“分层设问法”的

研究，帮助学生学习应用题的难题，为了形象的向
学生展示概念的形成过程，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
公式的推导过程，主动把计算机辅助教学引入课
堂；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并掌握一定的
学习方法，丁晶还尝试让学生学习写“数学日
记”，使学生对数学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想学，越
学越有兴趣。
从教以来，丁晶任教的班级，学生巩固率均为

100%。在期末考试中，成绩均居区、校前茅，在区
调研考试中平均成绩亦名列全区前茅，及格率
100%，优生率达90%以上。

四川省特级教师丁晶：和孩子们站得更近

“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我儿时便萌发的梦
想，我热爱教师这份工作，具有强烈的教育情
怀。”谈起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识时胡琳说到。
而她已经是在美术教学这条路上兢兢业业奋战
了30多年。

胡琳深知，美术教学特别注重激发学生的
兴趣。她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感知，尽快了解
和熟悉学习内容，明确学习目标，产生探究欲
望。以教材为载体，胡琳注意在研究和分析教材
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教学模式，将传统教学与
创新教学相结合。胡琳的课堂注重在引导中讲
要求，在演示中欣赏，在笑声中抓重点。她特别
注意营造课堂跌岩起伏的节奏感，有宁静，也有

高潮，有激情，也有沉思，她说：“让每一位学生都
能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成为有健全人格，有创
新精神的人才，不仅使学生习得知识，而且让他们
学得更加轻松和愉悦。”
胡琳土生土长在美丽大凉山，她调至成都工作

后，心系凉山，为了让凉山彝族文化后继有人，为了
让大都市的孩子们认识凉山、表现凉山，并将学校
的美术教育形成一个鲜明的特色，在学校的支持
下，她坚持探索以凉山彝族风情为主题的儿童画教
学，终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她将乡土麻袋、民间美术剪纸、版画等作为一种
载体，用以表现凉山风情的主题儿童画作品，凸显彝
族红、黄、黑三色文化和彝族孩童天真烂漫的童趣生
活。当我们看到《我和羊斗劲》、《给彝族老爷爷抬头
发》、《骑猪猪》等作品时，忍俊不禁，不仅为孩子们
的大胆夸张、想象丰富的画作叫好，也为胡老师的教
学叫绝。同时，也更为凉山这片充满奇异色彩的民族
风情赞叹不已。”

数年来的不懈努力，胡琳老师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教学风格，并得到专家同仁的赞赏，在教育部主办
的“全国中小学艺术节”中连获两届一等奖。
胡琳所在的成华小学是四川省首批百所艺术特

色学校，一直将民族民间艺术与小学美术教育整合。
“麻线彝情”“彝族风情漆画”“剪彩纸艺，彝情童趣
系列”校本课程，已形成学校美育特色。

四川省特级教师胡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

点开张云华的名师工作博客，4400篇不同
类型的博文，超过250000次的点击率，他已经
把它打造成了传播数学文化，开展研究活动的
继续教育平台。

1984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张云
华，进入泸县一中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2002年
进入成都华西中学后，张云华担任了教学指导考
核小组成员、科研室副主任,成都市职称评审组专
家组成员、评委,四川省初等数学研究小组成员,中
国数学学会会员, 成华区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数学的学习相对比较枯燥，在30年来的教学

经验里，张云华一直坚持中学数学教育教学理论
学习和中学数学教学实践的结合, 具有扎实的中
学数学教育教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中学数学专业
知识。在长期的中学数学实践与研究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形成了严密生动、幽默风趣的教学风
格，锤炼出优美精湛的教学艺术。
学生田时均获泸州市高考满分；学生简国志

获全县最高分；张云华所教成都华西中学2005级1
班高考数学平均分106.6分,2011级10班高考数学
平均分104.7分; 他所指导的多名学生在全国高中
数学竞赛中获奖。
张云华特别关注中学数学教学改革。他认为

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将充分体现新课标理念,满足
学生的不同数学需求,使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
到不同发展;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
式,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数
学应用意识,发挥数学的素质教育功能。

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中学特级教师张云华：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钟巧是成都49中学英语高级教师，在学生眼
中，她聪慧、公平、敬业。钟巧坚信，一个好老师应
该是学生行为的示范者和思想的引领者。

曾经在成都市红花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时，
她认为，良好的班风学风是班级凝聚力的关键。她
在班里设立了班主任基金，让学生每一次进步都

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建立自我认
同感。
在教学方面，她熟稔英语学科的特点，密切关注

新教材的变化。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精心备
课施教。钟巧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之源则
在于学生的成功体验。因此她组织了多样活动，利
用英语的独特魅力吸引、感染学生，让学生轻松愉
快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英语学习中来。在英语课
中，她鼓励学生张扬个性、发挥潜能，让学生体验成
功，以此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

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钟
老师付出的是汗水，然而收获的却是那一份份沉甸
甸的果实。从2007年7月至2013年7月在成都市红花
学校所担任班级的英语教学成绩均超区示范类（包
括原一类学校）区平，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点名表
扬。所教班级的英语成绩均在本年级“领头”，并能
在全区的所有同类班级中名列前茅。她所带领的初
2010级5班40人，中考有20人上重点线；初2011级1班
45人，中考有23人上重点线，在同类学校中，成绩显
著。2013年7月至今担任成都市49中初2016级4班班
主任，该班班级凝聚力强、班风正、学习成绩好，在
全年级起到了较好的模范作用。

成都市教坛新秀钟巧：从细节走进学生

秦始皇拜荆条

特 / 别 / 策 / 划

致老师李艳：

李老师您辛辛苦苦带我们长大，我爱您！如果

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哦，我可以

为您分担！

致老师胡泸文：

儿子去年转学到行知幼儿园读大班， 班上的老师

们让他很快消除了陌生感和不适应。 因为是初次系统

接受蒙氏教育，他一时之间没能进入状态，老师们特别

抽空专门帮助他，让他进步很快，和班上的小朋友也能

愉快地相处。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致班主任孙鸣：

孙老师个不高，但漂亮温柔，脸上随时带着笑容。

她很用心在讲课。同学们分不清楚“洒”和“酒”，孙老

师就对我们说，“洒掉了一横”，同学们一边念口诀，一

边跟着用手指比划，都记住了区别，我一下子觉得学习

生字有趣了。课间休息，我总爱找她聊天，“孙老师，我

做你儿子吧！”因为孙老师真的像我们的妈妈！

草堂小学

二年级六班

宁思傲

致奥数老师董枭：

董老师随时都笑眯眯的，让人觉得很有亲和力。对

比较难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时不时还会

来几个笑话，玩一些小游戏，或者猜几个谜语，让我们

不知不觉学会了各种难题。她就像朋友一样，很容易跟

我们打成一片，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就像她说的，快

乐学习是最有效率的！

致班主任张宇：

虽然我们只相处了一个星期， 但是您尽力将所有

好的方面都教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了好的习惯。您特别

爱笑，笑起来也特别漂亮。在这简单的字与字之间，蕴

藏着我对您深深的敬佩与感谢，您对我们的好，我将一

一牢牢记住，祝您教师节快乐！

致语文老师刘郭玉：

今年我们刚刚进入小学， 进校后就看到刘老师一

直在忙碌着， 听妈妈讲晚上11点过了刘老师还在QQ

上和家长交流，太辛苦了。第一个周末的家长见面会，

刘老师被家长围在中间，应接不暇，妈妈说还有好多问

题想和刘老师沟通，只有等以后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话：教师节快乐!

致老师何妍霓：

尊敬的何老， 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风花雪月的日

子。记得我在七年级的时候成绩不尽如人意，您在我欲

放弃的时候告诉我：“你放弃了语文，你的人生就会放

弃你。”也许您不记得了，但我一直永锁于心中！这是

初中生涯最后一个教师节， 希望我的一段话能胜于豪

礼满金！

致班主任蒋敏：

蒋老师，三天假期后还未见到您，听说您的腿旧伤

未好现又摔伤了，骨头伤到没？一定很疼吧。请您听医

生的话，好好休息。您因腿伤请假了还不忘关照家长们

安排孩子每天做一篇《成长阅读》， 并坚持阅读课外

书，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希望您早点好起来！祝您

节日快乐！

致班主任陈曦：

您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关怀着我； 您像灯塔一样

指明我航行的路途。陈老师，我曾让您生气、懊恼，请您

原谅那时调皮的我！陈老师，我爱您！

草堂小学

三年级二班

罗逸霄

致班主任黄竹：

有一天上学路上遇到您，您亲切地叫出我的名字，

像妈妈一样牵着我的手，一路说说笑笑走进校园。同学

们都羡慕地问，是不是您的孩子？您笑着回答，我们都

是您的好孩子！您的节日到了，我衷心地希望：既严肃

又风趣的您，和我们一起跳绳跑步、排练舞台剧的您，

节日快乐！

磨子桥小学

三年级四班

谭子沐

致尊敬的老师杨韵婉：

您在一年级的时候曾经教过我们音乐， 不知从哪

一天起，我有了一个专属于您的小名———蓝宝宝。我虽

然那时很小，但您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您唱歌也是

最好听的。每次遇上您，您总是会叫我一声“蓝宝宝”！

我从您眼里感受到了如妈妈般的亲切。我爱您！

龙江路小学

分校

蓝乙文

致老师谢春燕：

谢老师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眼睛会说话。课

堂上， 如果你开小差， 她便用那双大眼睛严厉地看着

你，满眼都是批评与提醒；考试中，如果取得了优异成

绩，她便会温柔地看着你，眼里写满了肯定和鼓励。祝

谢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锦官新城

小学四年级

五班

向骊安

致老师陈敏娟：

亲爱的陈老师，您教会了我很多知识，在这里我真

诚地感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还记得那一次我回答对

了一个拼音的问题，您很高兴地表扬了我，还亲密地给

了我一个拥抱，那时我觉得有一股暖流涌进心田，从此

更加热爱语文。我会努力改正，做一个好学生！

成都市

北站小学

二年级三班

陈欣怡

致语文老师郑燕：

开学的第一天，听说您去一年级教新生了，让我心

里很难过。记得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代表全班参加

学校故事大王比赛并获得了故事大王称号， 您高兴地

把我带进办公室，从抽屉里拿了块点心奖励我，这份至

高无上的“荣誉”让我至今难忘。郑老师，谢谢您的启

蒙教育！

锦晖小学

三年级二班

卞云珑

十三幼

大班小朋友

虞孟槿

行知幼儿园

任浩宇家长

成都嘉祥外

国语学校

锦江校区

2017级四班

吴丛杉

成都嘉祥

外国语学校

锦江校区

一年级一班

杨景淳

秦王嬴政幼时在邯郸从师，因不思习之

而被老师用荆条棍训斥。后来他统一天下当

上了始皇帝，在第四次出巡至仙岛时，见岛上

长的荆条，突然想起老师以荆鞭策之才有了

今日，当即下拜荆条，以表达对恩师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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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三班

徐智茂

迎宾路小学

四年级一班

钟馨

石室小学

六年级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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