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尺讲台树蕙百亩
———记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优秀教师
朱妈妈、谯

老、唐唐、菁菁、
福军兄……这
些不是同学、闺
蜜间的搞怪称

呼，而是武侯高中学生们对
自己老师的昵称。在这个校
园里，老师像妈妈、像朋友、
像兄弟……学生们在他们的
陪伴下学习知识、快乐成长，
走向辉煌人生。

在教师节这个特殊节
日，让我们共同走进武侯高
中这个大家庭，品读老师和
学生们的成长故事，感受师
德之光。

新教师在校内也有良师
去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史婉君现在是武侯高中高二年

级的一名班主任。仅仅一年时间，这位年仅23岁的懵懂大学毕业
生就变身成为了武侯区区级先进班集体的缔造者。这样的成长
速度，在教育圈堪称罕见。
“武侯高中有种积极的氛围，催促着老师成长”，史婉君说，学

校规定，但凡工作经历在5年以下的老师都会由学校安排配备一个
有资历的老教师当其“师傅”，这种老带新的模式靠评价机制的
改变来维系。每位新教师的专业成长、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带班
能力的增强都直接与其“师傅”的考核和职称评聘挂钩。只是这
么一个简单的措施，便让校园变成了一个互助、友爱的“家”。
刚开始的两个月，史婉君上每节课前，其师傅———李军老师都

会先查看其备课材料，再提出修改意见、再自己演示一番才让史婉
君登场。有了师傅的言传身教，史婉君很快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而在班主任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史婉君也可以找“师傅”

商量。班里有个同学是个“话痨”，总爱和老师同学们掰扯各种
道理，上课时也常常影响其他同学。在师傅的指导下，史婉君通
过不知道多少次的谈心、聊天，教会了这位同学“说得好不如做
得好”的道理。新学期刚开学，这位男生又一次违纪了，但这次
却是因为过了宿舍熄灯时间，他仍在学习，违反了宿管条例。看
到宿管老师递过来的违纪通报条，史婉君心里有些偷着乐，这位
同学的变化，瞬间让她觉得自己此前在他身上所花的时间和精
力都是值得的。

信任让老师更自由地传道
作为有着30多年教龄的教学名师，朱学军每天都是7点过到

校，晚上10点过下班。可说起自己的工作，这位老师眉头舒展、满
脸笑容，“这么多年早就习惯这种生活了，不觉得累，和孩子们
在一起才年轻、才快乐”。每逢中秋、端午节的时候，朱学军还会
给学生买好吃的，陪他们一起过节日。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教师强，教育才能强，而一个好

的学校，更关键的是具有培养好老师的环境和氛围，在这点上，武
侯高中可算上成”。朱学军说，在武侯高中教书很自由，学校给予
了老师充分的信任和空间。这里的学生进校时并不是全市成绩最
为优异的，然而3年后，他们都有着辉煌的出口，这是作为武侯高中
的老师最幸福最骄傲的地方，这也是老师的职业价值所在。

播种希望让放牛娃成长为清华博士
武侯高中的志远班在川内远近闻名，近年

来，该班上本科线的学生都达到100%，今年再创
历史新高，一本线的学生达到了90%以上。

外行可能只看到这个班“出口”旺的热闹，
只有学生们能真切感受到武高这个“家”带给他
们的温暖和改变。
由于来自省内各地，志远班的孩子大多几个

月才能见一次家长，学校和班级便是他们温暖的
家。在学生娄涛记忆里，班主任朱学军就是他们
的妈妈。
班上有一名同学，由于父母在外地打工，她

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爷爷去世之后，这名同
学非常沮丧，甚至产生过退学的念头。朱学军找
她谈心，让这位同学敞开了心扉。这名同学英语
口语非常棒，朱学军经常让她领读英语课文，帮
她找到了自信，今年也成功考上了一所知名的一
本批次高校。

这位妈妈对“孩子”有不同的教育方案。对
于娄涛，朱妈妈给的不仅是妈妈般的关怀，还有
足够多的信任和自由。
娄涛是个文艺骨干，打小是个爱凑热闹的外

向孩子。而在高中阶段，繁忙的学习中，朱妈妈仍
注重娄涛的全面发展。即使高三，娄涛还参加了3
次学校的大型文艺汇演，自己独立操刀、自编、自

导、自演的长达30分钟的校园剧，赢得了满堂彩，
在校运会上，他也夺得不少奖牌。
“这在其他学校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到高

三，所有的活动都停了，得一门心思学习”娄涛
说，正是老师给了他足够多的空间，他才能放松
学习，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最终被澳门理工学
院以30万元全额奖学金的“待遇”揽入门下。
“成绩很重要，但综合素质也同样重要，感谢老
师们对我爱好的悉心呵护”。
从2002年起，武侯高中开设了“志远班”，寓

意“志存高远”，在精品师资的护航下，每年都有
30～ 4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从这里走进全国各地
的知名大学。

曾经的毕业生吴宗霖目前是清华大学在读
的博士生，而走进武侯高中之前，他只是一个普
通山村的放牛娃。
“我是一个幸运儿”。回忆成长路，吴宗霖

说，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幸运都来自于“志远班”
这个光荣的集体，更来自于他亲爱的母校———武
侯高中。“从生活上的关心到学业上的辅导，从
心理上的疏导到树立崇高的理想，武高给予我的
太多太多！我毫不夸张的说，武高遇到的那些可
爱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勤
勤恳恳，淡泊名利，教育育人！”他借用教育学家
梅翊琦先生的一句话来感谢母校：“武高之好，
非高楼之谓也，有名师之谓也！”

当好伯乐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在武侯高中，每年还有不少学生升入国内外

知名的艺术院校。清华美院、中央美院、意大利佛
罗伦萨美院，罗马美院等世界一流美术院校都有
武高学子的身影。
赵廷权是武侯高中美术精品班的班主任，这

位教地理的老师，却对国内外艺术院校的招生规
则和喜好一清二楚。“清华美院比较喜欢有灵气
和创造力的孩子，而中央美院则更讲究功底和底
蕴”。这是三年前他刚当上这个班班主任时开始
摸索和学习的，在他看来，老师就是要不断学习，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与此同时，学校每年都组
织教师外出培训考察，让赵老师对美术班的教学
与管理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虽然是个男同志，但赵廷权却细心的为班里

每一个孩子制订了学业和美术专业的 “成长
图”，根据文化成绩和艺术成绩的定位，他能为
孩子们量身打造适合就读的学校。今年，他带的
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都被一本批招生的美术
类院校录取，而他们中，大多数刚入武侯高中时，
文化成绩低于省级示范学校录取分数。
聂月是今年武侯高中的毕业生，她最终考上

了中央美院。而聂月学习美术仅仅只有两年半的
时间。高一下学期，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她被邹
笃博老师带进了美术的世界。聂月很快找到了感
觉，但没过多久的素描静物课程，让聂月打了退
堂鼓，她觉得“画什么不像什么”，怀疑自己是不
是并不适合学习美术，一段时间状态低迷。

邹笃博老师找到聂月说：“消沉不是解决问
题的办法，我们要找到根源，所有学习美术的同
学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邹老师给聂月做
示范，如何才让形体，质感和空间充分表达，如何
才能立体呈现，过了一段时间，聂月终于突破瓶
颈，她对美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当她拿到录
取通知书的时候，老师送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和聂月一样，上高中前，邹典哲虽然对画画

有一定兴趣，但绝非专业的“种子选手”，是武高
的老师一步步带领他走入了艺术的殿堂。今年，
他成功地被清华美院录取，他画里的灵气和创
意，让清华的老师大加赞赏，在全国数千名考生
中，他的成绩排进了全国前70位。
“回顾武高三年的学习生活，在独特的艺术

教育理念熏陶下，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了一
条均衡发展的成长路线，学校画室里的画笔描绘
的是青春的色彩，晚自习教室里的专注是青春的
理性，难忘专业课教师独到的教学方式，难忘文
化课老师的严谨和陪我们一起冲刺高考的热情。
拿着画笔的师弟师妹们，坚定自己的选择，选择
相信自己、相信老师，专业和文化一定能取得双
丰收。因为武高的优质教育，和为学生提供的如
亲人般的关爱是我一生都会珍惜的宝贵财富。”
邹典哲说。

教师篇：在学校找到的价值

学生篇：被老师改变了的人生

教师节的拥抱

辅导课老师倾囊相授

班主任与志远生定时谈心

艺术熏陶成就高品质人生

青年教师史婉君和她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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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数学老师卜建兴：

卜老师非常幽默，能把枯燥的数学知识讲得生动又

容易理解，我们上课常常充满欢声笑语，让我喜欢上数

学这门课。 平时的卜老师也非常幽默， 有次午饭的时

候，一个同学一直盯着卜老师看，卜老师说：“看什么，

没见过帅哥吗？”把我们肚子都笑痛了。祝卜老师天天

快乐，你快乐我们才更快乐！

致班主任彭晓蕾老师：

敬爱的彭老师，您平时对我很严厉，我犯错误的时

候您就会惩罚我，所以有时我挺怕您的。但是我知道您

都是为我好，让我在惩罚中吸取教训，并且让我一点一

滴进步。我衷心地感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

越来越美丽！

致语文老师曾莎蓉：

从我幼儿园到现在， 我在曾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

数不胜数。从语文课本的字，句，篇等知识，从古代的教

育家孔子，到近现代作家冰心、莫言…..�她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她的脑袋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

宝库。忙碌辛劳的曾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万事如意，

开心每一天。我永远是你的好孩子！

石室双楠

实验小学

四年级六班

毛韵婷

致班主任陈敏娟老师：

陈老师，首先我在这里真诚地对您说：谢谢您一年

的教导，使我学会了很多知识，也学会了宽容别人。您

就像妈妈一样用温暖的手呵护我们成长，给我们力量！

今天是您的节日，祝您教师节快乐！永远健康、天天开

心！老师，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但却教给了我

用不尽取不完的知识和做人的品格。 老师的教诲让我

永远铭记。老师，我爱您！

致语文周洁老师：

我已经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了， 感谢您从我刚入

学什么都不懂一直教导我到现在。 您有一张慈祥的面

孔， 您的讲课始终那么生动， 您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尝

试，您还很温柔，即使我忘了带作业，您也会微笑地说：

“下次别忘了啊，小笨蛋”。您为我们太辛苦了，在这

里，我要祝您教师节快乐，永远开心！

致语文老师戢晓老师：

您是我们的班主任，同学说您很严厉，但我认为你

是一位善良又温柔的老师。 有一次， 我的作业错了很

多，心想完了，肯定要挨骂，但你却认真地批改着作业，

和蔼地对我说：“下次不能再这么粗心了！” 你的话出

乎我的意料，心里立刻放松了。敬爱的戢老师，我会永

远把您记在心里，祝您教师节快乐！

致亲爱的张维龄老师：

张老师，您好！我喜欢您的英语课，我喜欢您上课

的认真感、幽默感，还有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我最最

喜欢的就是：你讲课时用普通话，有同学不听话时，你

就用四川话，很有特点，使我们在快乐中学到了很多的

知识。我爱你，今天是教师节，祝你节日快乐，永远年

轻、漂亮！

致音乐老师何盈：

何老师是我们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她既温柔又可

爱，但她也有严厉的时候，比如我们班的同学上楼的时

候大声说话，何老师就会严厉批评，她说这样会吵着别

人。何老师，谢谢你给我的呵护和培养，我以后会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懂“礼”的小学生！

致班主任朱江老师：

您堪称笑话大王，我们很喜欢您的数学课。您的课

程非常有趣，感觉像在做游戏，小组讨论正确还发玩具

熊猫。您的每一堂课好像都在讲笑话，让原本枯燥的学

习变得更有乐趣！是您让我找到了数学中的乐趣，让我

在课堂中成了积极分子，让我学习越来越有信心！谢谢

您，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北站小学

二年级三班

张诗涵

致班主任黄颖：

还记得去年学校运动会，我参加“蜈蚣盲爬”，摔

在地上磨破了皮，同学们嘲笑我是小笨蛋，是您用温暖

的双手帮我擦药，用和蔼的笑容给我鼓励！您不仅教给

我知识，更教会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您就像妈妈

一样陪伴我成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祝福您，敬爱

的黄老师，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人北小学

华侨城校区

二年级二班

叶修岚

致刘茜老师：

今天我还是一株幼苗，是你给我阳光给我雨露，让

我快快成长；明天我将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做国家的栋

梁之才，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成华区

红花学校

二年级一班

吴逸菲

致李敏老师：

李老师非常幽默， 就连批评人都会引起全班哄堂

大笑。有一次，你发现一个同学在课堂上喧哗，幽默地

说“三环路都听得到你的声音了哈”，同学们都会心地

笑了。你除了教会我们课本上的知识，也教会了我们乐

观面对困难，愉快地面对生活！我们喜欢你做我们的老

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成师附小

五年级三班

刘张笑雨

致胡光碧老师：

胡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我们都叫她“胡妈妈”。

万圣节时，我们扮成小怪物，把她堵在办公室要糖吃，

没想到她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好多糖果， 满足了我们

的心愿。昨天的课堂上，我回答了“培优作业”的问题，

她还让全班同学为我鼓掌，我更加喜欢数学啦！我衷心

地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四川师范大

学附属圣菲

小学

三年级一班

杨柯洋

致班主任老师任琳琳：

任老师温柔漂亮，亲切和蔼。以前我上课不敢举手

发言，但任老师总是耐心地鼓励我，现在我的胆子比以

前大多了。记得二年级有一天中午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而下。怎么回家吃午饭呢？我正发愁害怕时，任老师温

和地对我说：“今天你就在学校吃午饭吧。” 顿时我的

心里撒满阳光。谢谢您，任老师！

茶店子小学

五年级六班

郑三睿

成都双林小学

三年级五班

叶一蓓

泉水路小学

四年级三班

黄朗福

成都市

实验小学四

（2）班

李心怡

成华小学

四年级六班

周伊哲

汉朝著名大学者蔡邕，名重一时，却喜爱

结交有才学的人。一天，蔡邕正在房中休息，

家人向他报告说， 门外来了一位自称王粲的

客人。蔡邕一听，急忙跳下床来，穿上鞋子就

往门外跑。由于太慌忙，把右脚的鞋子穿到了

左脚上，把左脚的鞋子穿到了右脚上，而且两

只鞋都倒穿着。家人看到王粲，只是一个长得

又瘦又小的少年！ 蔡邕却说：“这位王粲，才

华出众，我蔡邕都不如他呀！我家的全部书籍

和文章都应该赠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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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学

树德中学

博瑞实验学校

三年级二班

吴明洋

东光实验小学

二年级三班

张芷菱

成师附小慧

源校区

二年级四班

衡欣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