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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明帝敬师

特 / 别 / 策 / 划

致老师韩学军：

感谢您。在你幽默风趣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

有了提高。那一句句教诲如同一把利剑，划破了隐藏知

识的黑幕，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你教会我们许

多：写作文之秘方，破解阅读之良药，记忆基础之方向，

考到高分之希望。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

祝您教师节快乐！

致班主任老师曹小平：

“您辛苦了！”每天，我们课间休息时，您在忙碌地

工作；我们睡觉时，您还在辛苦地工作。这些，到底是为

了谁？当然是为了我们。我想，您一定是希望我们都能取

得好的学习成绩。您就像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带进知识

的海洋。当我们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您满眼都是肯定和

表扬的眼神；当我们不小心犯错时，您又像严厉的母亲

一般，给了我们批评和纠正。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致老师洪锡蓉：

听说您病了,还动了手术.医生建议休息三个月,而

您只休息了两个月就坚持来为我们上课, 看到您边讲

课边抽空喝水(这是您以前从来都没有的),我们都很担

心您的身体.您把时间都花在了我们身上,您也应该多

关心一下自己,教师节来了祝洪老师早日康复,身体健

康,节日快乐!

致语文兼班主任老师刘杜娟：

亲爱的刘老师， 您的每一节语文课， 都是多姿多

彩，让我们在轻松快乐中学到知识。下课时，您会陪同

我们聊天，同学们都想有更多的时间和您呆在一起，您

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您也有很严厉的时候，如果有同学

没做完作业，您会请家长来学校。刘老师，我们大家都

很爱您，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致老师明艳丽：

您记得那次罚黄渤同学吗？ 他有好几天都不完成

作业，您就罚他不用课桌，结果黄渤的爷爷跑到班上来

大吵大闹，看着您含着委屈的泪不停给他解释，我们都

愤愤不平，真想跑上去揍他一顿，替您出气……如果教

师节设一个委屈奖，我想您是当之无愧的，在此教师节

之际，我要祝您节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

致班主任老师张蓓佳：

亲爱的张老师， 我们一来到学校就能看到您那熟悉

的身影，看着您在不停忙碌着为我们批改作业，您是如此

善良，随时在为我们安全着想。我们上课开小差时，您用那

温柔的眼神来提醒我们，好像您的眼睛会说话，有时您也

很严厉，您让我们上课要专心致志听，不能放过一个重点。

教师节来了，我真心祝您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致老师李桂芝：

因为我是一名住校的小学生, 李老师陪伴着我们

的时间更长,我们就像是一颗颗小树苗,您就如“雨露

和阳光”般伴着我们成长。每天都关心着我们,给我们

上课,教我们写字、写作文。关心着我们每一位同学的

生活,每天您都会最早来教室打扫卫生,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干净的教室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现在我代表全班

同学送上一份祝福:祝李老师教师节快乐!

致班主任李咏涛：

其实，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您说，在我心目中，您

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也是最漂亮的老师。在您身边还有

一个崇拜者，那个人正是我。我崇拜您字写得漂亮，还

崇拜您讲课时深情并茂的样子， 吸引了我们全班同学

的注意力。我也要争取做个优等生，不让您失望。在此，

我祝您教师节快乐！

致副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张娅兰：

每一次上数学课，感觉张老师的眼神能看穿我，让

我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和马虎；我对她是又敬又怕；她把

枯燥的数学课上的生动有趣。原来，我做题粗心大意，

经常在一些很简单的题上出错；为此，张老师叫我建立

一本错题集，并且叫我用练习“夹弹珠”的方法来改掉

我粗心大意的坏习惯； 现在我的数学成绩提高的非常

快。教师节之际，我祝张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致心理课老师彭玲：

我很喜欢思考您提出的那些问题， 我也喜欢听您

讲故事。在您生病的那一段时间，我很想念您，我以为

再也不能上您的课了！可是就在上星期的某天课间，我

正在收书，就听见同学的欢呼。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您。

我和同学都兴奋不已。我喜欢您,彭老师!

致亲爱的班主任老师潘宇：

谢谢您三年来给予我的教导。 我们拥有了人人羡慕

的“图书角”；每个人都能大胆地在课堂上应用PPT分享

我们的旅行、生活等各方面的经历。您总把我的作文在课

堂上朗读出来，并提出修改意见，让我有信心能写得更好，

所以我也更加努力。课堂上您严肃又认真；课堂外您温柔

又和蔼，可以和我们做朋友，分享生活中的各种趣事。

致数学老师周正艳：

周老师是看起来严肃，实际是一位耐心的老师。当

我遇到不会做的题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反复讲解，直到

会为止；当我举手答对题的时候，她就用热烈地掌声表

扬我，让我下次回答问题更积极；当我答错最基本，最

简单的题时，她就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希望我下次注

意，但是会鼓励我大胆发言。祝老师节日快乐！

致英语老师李锐：

李老师您非常简朴，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您

从一年级就把我们引进了奇妙、神奇的英语天地。那里

有单词娃娃和我们交朋友， 课文叔叔给我们讲解难题

……您为了让我们轻松、容易学会英语，您费了多少心

血啊！您给我取的英文名字我很喜欢。谢谢您，李老师！

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致科学课老师金龙：

金老师是我一至四年级的科学老师， 我们都很喜

欢他，因为他幽默风趣。他教给我们很多的科学知识，

并且和我们做了许多的科学实验：判断水面的质量、可

乐对身体的危害、了解传电物质……。在你的科学活动

课上，同学们都积极参与活动，全神贯注地听你讲解活

动中的科学道理，今天是您的节日，祝您节日快乐！

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 博士桓荣是他的

老师，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

礼”。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

设置几杖， 像当年讲学一样， 聆听老师的指

教。 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

人召到太常府，向桓荣行弟子礼。桓荣生病，

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

次探望老师， 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

前往，以表尊敬。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

服，亲自临丧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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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冠瑜

任小林，成都列五中学数学高级教
师，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成华区学科带
头人。1993年7月大学毕业于四川师范学
院数学教育专业，分配至列五中学工作
至今。其间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担任
列五中学数学教研组副组长,2006年8月
至2009年8月担任列五中学教务处副主
任，2009年8月至今担任列五中学后勤处
主任。

参加工作二十一年来，一直从事高中
数学教学工作并多年担任班导师工作，送
走了七届高中毕业生。热爱学生，熟悉学
生心理，坚持跟学生进行心灵沟通，与学
生关系融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被学

生亲切称为“小林哥”。教学经验丰富，教
学语言幽默，经常运用生活中的语言来解
释较复杂的数学概念，把抽象的数学讲得
形象生动。坚持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并
将学习方法简述为“三先三后一总结”，
即先预习，后听课；先复习，后作业；先思
考，后提问；经常总结学习规律。教学过程
中提倡先学后教，重视数学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引导学生发现数学规律，培养学
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带高三毕业班有自己
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善于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对高三学生的思想教育有较强的鼓
动性和感染力，所带班级成绩突出，受到
学生、家长及同行的好评。具有较强的科
研能力和较高的理论水平，所撰论文多次
获得省市级一、二等奖，合著论文《优化现
代信息资源，建构开放性数学学科学学习
模式研究》获全国论文二等奖、省一等奖、
市一等奖，设计方案《优化现代信息资源，
建构开放性数学学科学学习模式研究》获
全国总课题组优秀成果一等奖，独著论文
《开放性中学数学教学的认识与实践》获
市论文二等奖，并编入课题优秀成果集，
独著论文《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应用问
题》获市论文二等奖。参编多本教学辅导
用书，参与编写的《天府新高考押题6号
卷》由龙门书局出版，参与编写的《第二
轮冲击波数学卷》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
民族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高中数学
辞典》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出版。

任小林老师

五十年前的金秋，他携一箱书、带一
卷行李，跨进了列五中学（那时候叫成都
五中）校门，此时他刚从大学毕业。从此，
陆续历经了复课、学工学农、校办农场、
校办工厂……一路走了过来，最后他开
创了“科技发明与创新”的特色课程，为
列五中学这棵茁壮大树，添上了一朵闪
亮的小花！

要问这朵小花怎么开出来的？请看：
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他要么在办公

室查阅自费订阅的数千本科技杂志，要
么在工作室制作自创发明的数百件科技
模型，或者培训即将参加市级大赛的列
五学子……问他“为何要占有节假日休
息时间呢？”他说：“这个时间最少干扰，
最出成绩！”

成绩简述：培训过众多列五学子，获
大奖小奖上千项；带学生参拍CCTV《异
想天开》节目先后达6项，提高了学校声
誉；个人获专利近百项，市内外做师生科
技培训讲座数十场。

荣获“四川省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
称号，受聘为“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
会”专家。
2002、2004、2006、2007、2010、2014

年多次荣获国家级创新大赛金奖、银
奖、铜奖。
自拟格言：“永葆好奇心，就永葆了青

春，也永葆了创新才力！”
心中偶像：中国古代发明家张衡———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七十感怀：“我的梦、列五梦、未来梦，

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沈昌生老师

将年满五十的他迎来了他的第三十
个教师节。对学生充满耐心和爱心，对工
作充满热情的三十年工作硕果累累，为国
家培养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他们多是各
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从研究课本、大纲、考纲和考题到研

究课本、课标、考纲和考题，从研究不同课
型的上课方法到研究不同基础的学生的
认知层次，使得他的每一堂课学生都清晰
易懂，每一堂课，学生都有所收获。他的学
生不仅知识条理清楚，而且学科能力也
强。他的每一届学生的数学成绩无论是平
常的测验还是高考成绩，都名列前茅。

从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到观察学生
的学习行为，他都能尊重学生认知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和思想、方法形成过程的每
一个拐点。无论是对学生的思想引领还是
学习方法的指导，都能根据学生当时状况
耐心、细致地点拨和引导。不仅能解决学
生的策略和方法上的问题，也为学生在社
会上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中践
行列五中学的“在学知识的过程中学会
做人”的教育理念。

张平安老师

教数学的列五“小林哥”

耕耘列五五十载竟忘了光阴荏苒

30年坚守桃李满天下

在成都市
成华区，有这样
一所学校：学生
们彬彬有礼、举
止得体，一言一
行都透露出一
种独特的精神
风貌；周边的社
区居民说，走在
大街上，很容易
就能看出那是
列五中学的学
生。

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教师
是必然的主角，
他们是教育政
策的推动者、也
是教学活动的
实施者，更是教
育理念的实践
者。在列五校园
中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教师，
他们有创意、有
智慧；有勇气、
有担当；有责
任、有爱心，让
我们一起感受
作为一线教师
最真实的情怀。

用爱心和责任心给学生温暖
走进成都列五中学优秀教师团队

他先后毕业于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
西南政法大学，他热爱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
作为毕生追求，多次放弃改行机会，在教坛默
默耕耘34年，无怨无悔。

他的教学风格一如其人，朴实、风趣、幽
默，以人为本，不拘一格，尊重学生，因材施
教，循循善诱，颇受学生欢迎。尤在作文教学
方面，他重视生活作文和读写结合，与学生一
道“下水”。先后在《中学语文》、《中学文科
教学参考资料》、《作文成功之路》发表写作
教学的文章数十余篇。他推荐发表的学生作
文亦有数十篇。
他关心青年教师成长，深入课堂指导青

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多次为青年教师做辅导
报告，指导20余名青年教师参加省、全国课堂
教学实录。12堂课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
课堂”播放，12堂语文课例由四川教育音像
社出版，还指导初三年级出版了一套复习资
源库。先后推荐数十篇论文在各级杂志发表，
目前还担纲成立了“陈龙泉名师工作室”。

他善于动笔，勤于学习，善于研究，先后
主研区级、市级、省级和全国级课题15项，获
得各级成果一等奖10项，先后获全国、省、市
论文一等奖20余项。先后在各家刊物发表教
育教学论文200多篇，编辑出版教育书籍40余
本。
1995年，荣获“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称

号，1997年又被评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其事
迹被收入柳斌题词的《中国骨干教师词典》，
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有过简介，曾被评为
成都市科研先进个人。

他先后担任成都市信息技术研究会理
事、成都市中语会理事、四川省电子教材审定
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四川省现代信息技术成
果评委、全国课程导学研究会成员、全国阅读
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现任成都
列五中学教科室主任。
他还担任民盟成都市列五中学主委、成都

市普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十四、十五
届人大代表，参与了多项市级有关的普教调
研工作。

陈龙泉老师

美丽是一种心情，一层境界，一番志
向。大道至简，大美永恒，有这样一位老
师，始终践行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倾心于
教书育人的事业，用激情、真情、能力传播
智慧的火种，在讲台上年复一年的挥洒着
自己的青春，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成
为了校园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邱丽辉，

成都列五中学语文一级教师，多年承担高
三语文教学工作，屡次被评为“优秀教
师”、“优秀共产党员”。在十几年的教师
生涯中，她对学生循循善诱，爱而不袒，教
而不训，示以典范，严以督导，以高度的事
业心和使命感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在教
学过程中，她深钻新课标和教材，认真设
计课堂教学，改进教法，指导学法，积极进
行语文教学课堂模式改革，努力做到深入
浅出，层次清楚，注重让学生在和谐融洽
的氛围中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让学生学出
兴趣，学出快乐，学出效果，所教班级成绩
名列前茅。

泰戈尔曾经说过：“果实的事业是尊
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们做
叶的事业吧，它是谦逊地垂着绿荫的”。每
当邱丽辉老师面对学生时，都感到神圣自
豪，因为自己从事着绿叶的事业，在三尺
讲台上，兢兢业业培育着艳丽的花朵、甜
美的果实。她耕耘着，用教师这个神圣的
职业使自己生命更有意义，在塑造别人灵
魂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邱丽辉老师
美丽绽放展风采春风化雨润芳华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