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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致班主任老师陈宏梅:

陈宏梅老师很温柔，像我们的大姐姐：从来不给我

们留特别多的作业，懂得谅解我们平时犯的小错误。她

把我们班同月份过生日的小朋友聚在一起， 在班级里

共同庆祝！她知道我喜欢小动物，在我过生日时，特别

送给我一本《动物百科》，我好喜欢！又是一个教师节，

我祝您节日快乐。

致语文老师高静：

高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她说

过的一句话“授人玫瑰，手留余香”，让我明白了帮助

别人是一种快乐。 一次我生病发烧了， 趴在桌上很难

受，她发现了，来到我的身边，用像妈妈一样的手摸着

我的额头，眼里全是关心，让我感到温暖。祝愿老师越

来越年轻，身体健康！

致数学老师张雷：

张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她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就算有一点点小动作，就会被她马上发现；她还有一对

敏捷的耳朵，哪怕小声地拨弄珠子，也能被她听到。所

以每次上她的课，我都特别专心。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祝张老师您节日快乐。

树德小学

四（一）班

李浩彦

致体育老师肖影：

暑假的最后一天是灰暗的一天， 因为肖老师离开

了学校。肖老师教我们跳绳、跑步、打球，那些快乐时光

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听说肖老师还会回来看我们，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用一个强壮的身体来迎

接肖老师。希望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开心，祝您节日

快乐！

致班主任老师兰桂娟：

兰老师的家就在我家斜对面，每当夜深人静时，我

还看到她家的灯亮着。 有一次， 兰老师高烧不退住了

院，但她却还一心想着同学们，担心我们没人管，还想

让家人把作业本拿到病床上去批改！如此拼命的老师，

感动了全班同学和家长。我祝愿兰老师健康、快乐每一

天！

致班主任老师黄晶晶：

黄老师和蔼可亲，不怒而威，我们都亲切地叫她

黄妈妈。她上课的时候激情高昂，严肃认真，生动有

趣。每次上她的语文课，我们都忘记了时间，陶醉在

她的悉心教导之中。下课后，她又像母鸡呵护小鸡一

样呵护我们。感谢黄老师对我们的付出，我爱您黄妈

妈！

致英语老师谭谨：

Erice，是谭老师送给我的英文名，我们也亲切地

称呼她“Jean”。Jean眼睛大大的，声音特别好听，高

高扎起的马尾显得很有精神。活泼有趣、图文并茂是谭

老师英语课的特点， 每次的英语课都成为了期待。

Jean，节日快乐！我们都爱您！

致班主任老师李茂松：

亲爱的李老师，虽然你的宝宝还在他妈妈的肚

子里，但你已经当了一年的爸爸了，你是我们二年

级4班所有孩子的爸爸！ 我喜欢你下课和我们疯玩

的身影，我喜欢你课堂上亲切关注的眼神，我喜欢

你带领我们晨练时飒爽的英姿！我衷心地祝您节日

愉快！

致语文老师王文婷：

王老师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她非常爱我们。

有一次，王老师生病嗓子哑了，但她仍然坚持上课。

短短一节课下来，她的脸涨得通红，像个红透的苹

果。王老师您辛苦了，我衷心祝愿您：永远健康快

乐，不再生病！

人北小学

华侨城校区

三（三）班

唐加翔

致班主任老师张伟：

张老师讲话很温和，脸上带着笑意，说到重点时干

净响亮。每天早晨看到她温暖的笑脸，就像沐浴着春天

的阳光。运动会上，我们拼尽全力仍然输了比赛，同学

们都很沮丧，但张老师仍然为我们击掌鼓励，让我们明

白比赛不是为了名次，重要的是超越自己，一路向前。

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让您骄傲的学生！

四川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

四（六）班

李彦吉

致王筱巧老师：

王老师，记得读一年级的一天，爸爸妈妈因为有事

没按时来接我。我当时心里很是害怕，正当我不知所措

时，是你像妈妈一样牵着我的手回到教室，陪我玩，还

给我喜糖吃。就是从那时起，每当我看到你，就觉得妈

妈一直都在我身边。是你，让我慢慢学会了坚强。教师

节到了，衷心的祝福您节日快乐。

成华实验小学

二（5）班

李严阳奕

致蔡蓓老师：

蔡老师，还记得我刚入学时非常调皮，您一点

一点地帮我改正缺点毛病，不厌其烦地教我们知识

本领，把我们从一棵棵歪脖子树苗培育成茁壮的小

树。蔡老师，我深深体会到了您对我们的爱，谢谢您

为我们遮风挡雨，我爱您！祝愿您在以后的日子心

想事成！

人北小学

华侨城分校

三（4）班

周慧珊

致班主任老师刘兆琳：

刘老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好像电影里的“冰雪公主”。她教语文时特别生动，

还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事， 她告诉我们在沙漠中旅

游的情景，还有美丽的绿洲，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沙漠

里漫游……我越来越喜欢写作， 衷心地祝刘老师节

日快乐！

四川师范大学

附属圣菲小学

三（1）班

杨柯洋

致班主任老师黄晶晶：

黄老师年轻貌美，温柔善良，她不仅教会了我们

课本上的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有时她是严厉的老师，有时她是温柔的

妈妈。黄老师，我想告诉您，同学们都很喜爱您，希望

您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在您的节日里，我要祝您天

天开心！

益州小学

三（2）班

张舒涵

棕北中学西区

实验学校小学

部四（2）班

唐语

玉林小学

四（4）班

段双语

李家沱

实验小学

三（4）班

唐郡同学

益州小学

三年级

（2）班

马琳云琪

七中附小

二（4）班

欧阳葛丰

龙江路小学

中粮祥云分校

二（3）班

何书贤

龙祥路小学

四（3）班

周泓希

子贡尊孔

特 / 别 / 策 / 划

孔子的学生子贡，聪颖好学。一次，鲁国

大夫叔孙武叔在人前贬低孔子抬高子贡，子

贡非常气愤，他当即以房子为喻，说老师的围

墙高十数丈，屋内富丽堂皇，不是一般人看得

到的；而自己不过只有肩高的围墙，一眼就可

望尽。他还把老师孔子比作太阳和月亮，说他

光彩照人，不是常人所能超越的。孔子死后，

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一直守

墓6年。

读·思·研·写·改
———记四川省教学名师陈家武

三尺讲台上，一
站三十个春秋，安岳
中学的陈家武沉醉于
优雅的汉语世界，从
一名村小教师一步步
成长为一名国家级示
范高中的优秀高中语
文教师、四川省高中
语文骨干教师、四川
省中小学教学名师，
并于2013年被评为全
国百佳语文教师。

经而立过不惑奔
天命，今年48岁的陈
家武始终保持着年轻
时的作风与干劲，锐
意进取，且思且行。他
的语文课堂充满活
力，激情四溢，妙趣横
生。他热爱教育事业，
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和无私奉献精神，关
爱学生，乐育桃李。

从教以来，他长期担任班主任，具
有丰富的班主任、学生管理经验。他关
心、爱护学生，善于针对学生的年龄特
征和思想实际，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注意在教育过程中以高尚的师
德、严谨的学风教育影响学生，注意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帮助
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2009年，他班上的学生陈琴在放

月假归家时遭遇车祸，导致右腿骨折，
住院治疗时间需4个月，恢复时间也需
2个月，亲友及多学科的老师都劝她停
学。住院期间，她深感脱离集体的孤
独、寂寞，甚至是痛苦，坚持要回到班
上继续学习。
为了让陈琴更加坚强，陈家武特

意在班上开了一次“坚强，铸就生命
的精彩”的主题班会，期待陈琴归来。
班会开始时，陈家武告诉同学们，陈琴
还躺在病床上，为了给陈琴以力量，要
让陈琴也参与今天的班会。为此，他拨
通了陈琴父亲的手机，让她能通过手
机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唤。随后，陈
家武和同学们一起为陈琴朗诵汪国真
的诗歌《只要明天还在》及同学们自
己为她所写的诗歌，以此鼓励陈琴。最
后，师生们一起真切地呼喊：“陈琴，
我们期待你的归来！”
病房里的陈琴听到手机传来的诗

朗诵，热泪盈眶。三个月后，陈琴回到
班级，陈家武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她
更多的关爱，同学们主动背她到教室、
到寝室。她也坚强地面对学习、生活，
不断进步，两年后的高考中成功考上
西南大学物理系。如今，她已被保送到
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博连读。
像这样关心爱护学生的故事，在陈

家武身上还有许多。因班主任工作出色，
他曾多次被评为资阳市优秀班主任。

（唐忠姚永忠安岳县新闻中心
供图）

18岁中师毕业后，陈家武来到安岳县
一所偏僻村小任教。此后，他通过自学，先
后取得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和本科文凭，
从小学教到了高中，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
级示范高中的优秀高中语文教师。

作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陈家武曾获
得四川省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四川省中小
学教学名师等称号，是四川省第一届中小
学班主任教研中心组成员。2013年，他被评
为全国百佳语文教师。

30年的从教生涯中，陈家武所教的高
中语文获得了资阳的教学质量一等奖，教
学成绩显著。

这些，都源于读书，源于反思，源于教
研，源于勤写，源于教改。

读书让他获取成长的源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读书，是陈家武在业余不断获取的活
水。他以书为友，从未间断读书，认真琢磨
着读书。

节假日里，他走进书房，捧读书籍。他
走进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明白了为人师铸
造灵魂的价值，明白了走进学生心灵的重
要；走进了《中国语文人》，走进了《不拘一
格教语文》，走进了《著名特级教师思想
录》，看到了中国优秀的语文人的风采，懂
得了做老师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他读了《语文之道》，读了《温儒敏论语文
教育》，读了《语文教师的九堂必修课》，读
了《语文的原点》，读了魏书生的《语文教
学探索》，明白了语文教学的艺术。读了
《叩响命运的大门》，读了《平凡的世界》，
领略了文学的魅力，心灵得到熏陶……

他走在新课改的路上，也走在语文阅
读的路上，不断地获取语文教育的智慧。

反思让他明白成长的方向
曾经为学生做语文练习而揪心过，

曾经为学生没有文章见诸报刊杂志而烦
恼过，曾经为自己没有文章公开发表而
苦恼过。于是，陈家武以反思为乐，从反
思中找到突破点，有了如何高效训练学
生写作能力、如何使语文训练更有实效
等方面的思考。

深刻的思考和富有成效的实践，他探
索出了高中语文 “点式” 写作教学策
略———聚焦于点，选点突破。这一探索成果
也在资阳及巴中、康定等地推广。2013年12
月，他在重庆江津执教的优质课“诗意的表
达”获全国二等奖。

他的反思也有了成果，培养出的写作
特长生成绩突出。他辅导的李帅、雷阳雪
获得全国创新作文大赛现场（北京大学）
总决赛一等奖，李彦等10人获得中国中学
生作文大赛《中学生优秀作文》赛区、《中
学生学习报》赛区一等奖。他指导的学生
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近400篇，指导的
汪凡惬等60名同学成为资阳及安岳作家
协会会员。

教研是他成长的阶梯
陈家武是资阳市教研联组成员，是资

阳市课改专家组成员，他具有较强的创新
意识和教科研能力，掌握教学改革和发展
的最新动态；积极参加课程改革和实验建
设，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突
出的教研、科研成果。

他担任主研承担省级课题3项，其中两
项担任课题负责人。现正主持研究省级课
题 “培养农村中学写作特长生的策略研
究”、“农村中学班级文化建设的策略研
究”，主研省级课题“高中古诗文审美教育
的策略研究”。他有一项课题获省政府教学
成果三等奖，有4项课题获省教研成果二等
奖，有两项课题获资阳市政府一等奖，有一
项课题获县政府一等奖。
他提出了课题“新课程背景下高中语

文‘点式’写作教学策略研究”，大胆改革，
一次只解决一个点。通过三年的课题研究，
学生写作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由“厌
写→怕写→乱写”变为了“愿写→会写→
善写→乐写”。由此，学生的作品纷纷见诸
报端，汪凡惬（中国少年作家）在三年高中
学习期间发表文章35篇，一个班有40人发
表文章。他指导的学生杨江南读高中时完
成了20余万字的《中学教育的港湾》，现在
已由光明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高分与
素质并重》）。

勤写是他成长的助推器
教育需要素养，更需要智慧，而思与

写，则是获得这种智慧的有效途径。陈家武
思考教学方法，思考育人理念。写，正是架
设在知与不知之间的一座桥梁。

他在工作之余，写论文，写语文专业文
章，写教学反思。参加高考作文阅卷后，感
触良多，他便假以笔墨诉诸文字，写成的阅
卷感悟《掀起你的盖头来》发表在《语文教
学与研究》上。多年负责文学社工作，总结
文学社建设，写成的论文《建设文学社团，
丰富校园文化》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
考》上。

练“手”上功夫，坚持写作，时有文章
发表，他在历练中培植了语文教师的写作
能力。他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等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发表
本专业教育教学研究论文15篇，有4篇在核
心刊物上发表，发表语文学科专业类文章
近百篇。独立撰写的论文《在高中语文教学
中渗透规则意识》《化整为零，精心选点，
聚焦于点，逐点突破》分别获省中小学德育
专题论文一等奖、省高中语文论文一等奖，
独立撰写的论文《播下文化的种子，收获成
长的美丽》获省中小学德育思想品德优秀
论文二等奖，主编《一材多向，随题应变》
《凤山文韵》分别由延边人民出版社、中国
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参编教辅资料30部。

教改是他成长的翅膀
陈家武深知要使课堂有活力，教改是

出路。
为改变教学的随意性，他积极运用获取

式教学法，并在安岳县“获取式”教学大赛上
获奖。为增强语文课堂教学的人文性，他结合
课题“人本主义与语文教学”的研究，将人本
主义思想用于语文教学。为改变写作教学的低
效，结合课题“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语文‘点
式’写作教学策略研究”，他独创“点式”写作
教学法，多次在省内外上示范课、优质课。

在语文课堂上，他着力于学生的发展，
尊重学生，尤其表现在尊重班里那些学习
成绩落伍、悟性较低的后进生上。他总是把
鼓励的目光传达到学生的心灵之窗，让后
进生的天空跟其他同学一样蔚蓝一样充满
阳光。让后进生在同学面前抬起自信的头
颅，挺直生命的脊梁，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比赛，锻炼中造就
流畅的口语能力与机变从容的心理品质。

自强不息，陈家武走在优秀教师的路
上。他冷静与执着，积极锤炼教法。积极创
新，追求语文课堂教学的灵气。

B

关爱学生
遇车祸学生未耽
误学业考上重本

A

教学成绩显著源于读思研写改
陈家武在资阳市各县巡回上作文示范课

陈家武到康定市上作文示范课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