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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致班主任陈亚妮老师：

你是一位温柔体贴的老师， 初为人母的你常常把

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不但要管我们的学习，

还对我们的生活尽心照顾， 如果我们错了你会细心地

帮助我们。教师节到了，我祝陈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

利，万事如意！

致唐丽、夏种惠老师：

讲台上书桌旁，寒来暑往，洒下心血点点；浇花朵，

育桃李，春华秋实，奉献赤诚一片。值此教师节来临之

际，祝福两位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年轻漂亮。

致尹谦老师：

感谢你两年多来对我的教育之恩！ 由于我有时候

太过调皮，让你多操心了，但我猜你是重视我的，不然

你怎会给我那么多锻炼的机会呢？ 你像妈妈一样关爱

我，教我做人的道理，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老师！

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实验

小学4年级

2班邢峻恺

致Gorden老师：

因着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你以恒久的耐心，

化解我们的张狂； 凭着出于义的观点， 填补我们的空

洞；用简明的话语，消除我们的无知。学生的幼稚，却加

固你改变的态度。体系在你手中建立，校律在你门口形

成。一切的一切，都因着你，从无序到有序。祝教师节快

乐！

致郑卓立、何曼老师：

感谢你们让我们领略到如此多姿多彩的小学生活，

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快乐，我们也会很爱学习，我们更爱

你们！我们相信，在你们的陪伴下，我们的小学生活会非

常精彩、珍贵而难忘，祝愿你们教室节快乐，永远美丽！

致陈宇波老师：

陈老师很幽默。一次测验后，陈老师说：“有的同

学坐着火箭进步，有的同学是开着法拉利在后退。”一

句幽默的话，让退步的同学惭愧地笑了。陈老师的幽默

让我们开心不已。祝您身体健康、快乐！

致孔令涛校董：

致张薇老师：

致张智老师：

你这么关爱和鼓励学生， 孩子到你们班学习真是

幸运。孩子们回家总是跟我们说，“‘张大爷’是我最

崇拜的老师，他讲课讲得好，知识也渊博，是我心目中

的优秀老师和优秀班主任。以后我也要考师范院校，读

数学系，当一名像他那样的数学老师！”

成都孔裔英

美国际公学

Sabri

刘以恒

致谢荣生老师：

谢老， 相信你也知道我们都爱护地称你为 “生

哥”。你教学严谨，但风格又轻松、幽默。我不会忘记在

我刚刚动过大手术、身体孱弱之时，是你带着我每天晚

上一起跑步，绑着沙袋陪我锻炼。最终我在中考时立定

跳远跳出了超过2米6的好成绩，长跑和体前倾都获得

满分，并进入名校火箭班就读。

玉垒中学

学生

刘新科

致望子成龙教育集团老师周家辅：

“一腔热血，满腹经纶，赢得济济英才；三更灯火，

呕心沥血，换来灿烂群星。”您讲的化学至今还在我心

中反应。难忘你讲课时的身影，你经常深入到寝室和同

学们促膝谈心，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学习情况和生活

冷暖，教学生怎样做人……

清华大学的

钟弋浪

致张惠、段雪梅、倪雪梅老师：

带着几分幼稚、带着几分期待，我们的孩子走进了

成华小学一年级六班，成为一名小学生。从此正式踏上

求学成长之路。 亲爱的， 你们的辛勤付出满满的都是

爱，我们庆幸孩子的成长路上有你们陪伴。在这个特别

的日子里，我们全家祝你们，以及成华小学的所有老师

教师节快乐。

成华小学一

年级六班

赵安妮家长

致数学老师陶炼：

三年级时你来到了我们班教数学， 因为你是男老

师，所以我很怕您。由于我测验考得不好，放学后你把

我和其他同学留下来给我们补习，你认真讲解，语气温

柔而有力，像爸爸给女儿讲题一样，你不计回报的付出

及时给我们弥补了课堂上没有学会的知识， 真希望你

能回到我们的课堂。

电子科技大

学附属实验

小学4年级

2班张含毓

致任本璋老师：

没有你的帮助，我不会进入知名高中学习。“亲其

师，信其道”是你一直坚守的信念，你努力用老师的人

格魅力、语言魅力、道德魅力去感染自己的学生，去鞭

策和鼓励学生。在化学课上，你总爱用与生活有关的事

例、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解化学元素等知识，让学生听起

来通俗易懂。

玉垒中学

学生

王强

川大附小西

区小学四年

级一班

陈逸飞

青白江区外

国语小学3年

级六班学生

家长毛先生

川大附小一

年级二班

张子瑞

茶店子小学

郑济曦

成都孔裔英

美国际公学

Sophie

黄语馨

双流中学实

验学校2013

届12班学生

刘苇钰

玉垒中学

2011级

多名家长

陆佃尊师

特 / 别 / 策 / 划

北宋学者陆佃，少年时非常勤学，家里贫

穷没有照明用的灯，常映着月光夜读。他曾向

王安石求教经书，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

义。王安石父子在朝中权势很大，不少人以师

生关系为阶，巴结奉迎，但陆佃从没有做过这

样的事。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许多人都极

力摆脱与王安石的关系，陆佃却一如既往地

对待老师。王安石去世时，他还做了道场哭祭

老师，并在参与编撰《神宗实录》时，大胆坚

持肯定王安石的成绩。

刚进学校，我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一问三不知。张

老师时不时在课上推荐书目，阅读之后，我渐渐地发现

这个世界的精彩，我改变自己的目标，也就改变了自己

对于学习的态度。谢谢您，我们的张薇老师，是你将我

们带向一个更大、更好的世界。

见到孔令涛先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新

学校的校董亲自来面试我。 当孔令涛先生推门进来的

那一刻， 我看到的是一个眼神中充满着温和慈祥的中

年人。 是他用尊重和包容教会了我冷静审视自己的不

足，而不是叛逆的反抗他人的建议。教师节快乐孔爹！

制图 帅灵茜

因为选择，所以快乐；因为快乐，所
以坚定。从教七年来，张薇老师总是以这
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在教学中，张薇老师不照本宣科，让
学生主动解读文本：2013 年版《秋天》中
“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冽了”，而上一届
的教材中“清冽”用的是“洌”，学生通
过查阅字典，发现了“洌”与“冽”区别，
结合诗歌寥廓清冷的意境，认为“冽”更
好，还将注释改得更准确———水清澈寒
冷；不墨守成规，将文本阅读与实际写作

结合起来，一张开封铁塔的照片引出黄
河水患，一张拉萨城郊的图片讲述写景
的要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像这
样贴近生活的课堂，总能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让他们乐于分享成长的经历，
快乐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在教研中，张薇老师十余篇教学论
文、教学设计分获国家级、市级、县级奖
项，其中《用四点评课法重新解读 < 事
物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获国家级二等
奖，《学写事物说明文》获国家级语文教
学优质课二等奖，也是教育部规划课题
“少教多学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策略
与方法研究”的主研教师。辅导学生参加
各级作文竞赛，取得良好成绩，多次荣获
优秀作文指导教师称号，这样不断充实
好和提高也让她得到快乐。

其实老师并不是刻板的代名词，只
要能静下心来，把你的快乐分享给学生，
让学生的快乐感染你，何乐而不为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名师风采展示

杨明，男，1988年5月25日出生于四
川省南部县，2008年毕业于西华师范大
学，中学二级数学教师，现为双流中学实
验学校教师，数学特色班备课组长, 先后
被评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贰级教
练员”、“双流县教坛新秀”、“双流县优
秀班主任”，所教班级2014届10班被评为
“双流县优秀班集体”。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杨明老师，20岁参加教学工作，是学
校最年轻的任课教师，到工作岗位后他
谦虚好学，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不
仅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结合自身
实际应用到教育教学中，还利用业余时
间自学现代化教学技能，现在他已能熟
练地使用几何画板、Z+Z、Excle等工具指

导学生探究数学问题，并常借助这些软
件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并用
所学知识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让学生知
行结合，学以致用。他自主开发的《构建
我校学生家校网络图》研究性课题，深受
学生的喜爱，在他的指导下学生通过两
年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成果
被清华大学主办的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
报收录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并推广。六年
来，他独立完成论文多篇，其中两篇获全
国一等奖，三篇获成都市优秀论文二等
奖，四篇获成都市三等奖。另外，他多次
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县级公开课，以及
省市级课题的研究，还参与了我校《数学
学习方案》、《数学特色班特色课教程》、
《几何画板学生学习教程》的编写。

他的学生参加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
邀请赛三人获全国一等奖，一人获全国
二等奖，七人获全国三等奖；四川省数学
联赛十人获省一等奖，三人获省二等奖、
四人获省三等奖，全国初中数学竞赛十
人获全国一等奖，六人获全国二等奖，五
人获全国三等奖。海到尽头天作涯，山登
决定我为峰。知行结合，教无止境，在这
三尺讲台上，杨老师默默地播种，静静地
成长，我们坚信，在教育这块土地上，他
将会带领他的学生们走的更远更好！

本成军，双流中学实验学校班主
任、E-comm英语特色班备课组长，所
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县优秀班集体，个人
先后荣获“双流县优秀共产党员”“双
流县教坛新秀”“全国英语能力竞赛优
秀指导教师”“全国英语希望之星英语
风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研究和赛
课，并取得了国家、省、市级一、二等奖。
在班级管理中以“好习惯、好人生、好
未来”为理念，注重对学生进行习惯养

成教育，正如他的学生所说“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习惯’这个词，他说：你
变得优秀, 因为你习惯做一名优秀的
人，你变得堕落，因为你习惯做一个堕
落的人。”
在英语教学方面，本老师认为学好

英语得先让学生喜欢英语，觉得英语有
用，这样学生才能成为主动的语言学习
者。其次他认为初中是培养学生学习兴
趣的关键期，老师的语音语调、面部表
情、眼神交流、肢体语言等都能对学生产
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他还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跨

文化意识，让学生对多元世界充满好奇，
产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此外，本老师还注
重学生英语思维的培养———think like a
native speaker。
正是有了这些朴实的教育、教学理

念，他所任教的2011级4班中考英语均分
居全县第一，46人参考44人上“国重”录
取线；2014级6班黄思佳同学勇夺2014年
双流县中考状元。

干敏，2008年于四川师范大学课程
与教学论（语文）硕士毕业并获得硕士
学位。现为2014级文创16班班主任。

干敏认为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红
娘，即用自己的才、情，拉近学生与母语
的距离，让语文———我们的母语，成为学
生生命世界中的一片绿洲，成为学生精
神世界中的一道风景、成为学生心灵中
的一股甘泉。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干敏着力于
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升学生的阅读

能力，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引领学生的
阅读品味，积极寻求阅读教学的新方法、
新路径。干敏多次承担县、校级公开课任
务，其中《散步》、《孔乙己》教学设计已
被相关专业杂志收录，教学设计《吆喝》
获国家级二等奖，课外综合实践教学设
计《武侯祠匾额、楹联探究性学习活动设
计》获全国二等奖。她所撰写的教学反思
论文《关于“知人论世”阅读方法使用例
谈》、《从学情入手构建有效课堂》获成
都市论文评比二等奖，论文《“知人论
世”阅读方法使用》获全国特等奖。

现在不少的学生谈写作则色变，写
作文成了很多孩子痛苦的事情。干敏认
为，这是缺少锻炼的缘故。写顺了，写惯
了，就不再觉得是一伯苦事，反而有一种
写后的酣畅淋漓的快感。笔下流出的是
文字，是思想，是情感，对写的人来说是
一种物化的思维的结晶！因此，干敏从学
生初一进校起，就注重对学生写作习惯
的培养，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思考生
活，让学生有话可说，愿意书写。在前年
的全国“创新杯”作文竞赛中，她所教的
一个班，就有6个一等奖、17个二等奖、17
个三等奖，遥遥领先于同类班级。

他是学生心中严爱结合的好老师；他
是同事心中细心、乐于助人的好搭档；他
是领导心中任劳任怨、勇挑重担的好员
工。他就是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优秀青
年教师牟顺成。
牟顺成从教15年来，辛勤耕耘在教学

第一线，每天从晨光微露到星光闪烁，他都
是步履匆匆的忙碌着，用自己的爱生敬业、
勤学乐思赢得了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以
及业内同行的认可。先后被评为双流县

“优秀青年教师”、双流县第八届数学“学
科带头人”、连年被评为学校名优教师。

牟顺成不断优化课堂质量，注重对学
生能力的培养提高，学习方法的引导，并
大胆地加以创新、改革，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模式。所任教的班级班
风正、学风浓，在历年中考中成绩遥遥领
先，辅导学生参加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四
川省初中数学联赛和华杯赛，多人多次荣
获全国和省一、二、三等奖。

牟顺成积极参与并承担各级各类公
开课，积极参研省级立项课题《初中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市级
立项课题《自主合作探究式课堂教学模
式构建研究》等，并独立完成论文撰写，
其中多篇论文在省、市、国家级论文评选
中获奖和发表。2008年参编的《中考6+1
一体化复习与训练》由南海出版社出版
版发行。2010年参加首届双流县 “新秀
杯”说课和赛课活动，分别荣获一等奖；
2011年参加双流县第七届学科大比武，
荣获一等奖。

“在想到和得到之间，还有一个做
到！”

这是双流中学实验学校文创班班主
任谢娟老师常常用来告诫学生的警句，也
是她自己奉作座右铭的人生信条。
谢娟躬耕于三尺讲台，扎根于教育事

业，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她勤恳敬业，秉
持“大语文观”理念，用寸许粉笔为学生
开启了智慧和做人之门。课堂教学幽默灵
活而不失文艺气息，不仅教学成绩显著，
还深得学生喜爱和推崇，2011年获得“教
坛新秀”荣誉称号，而后连续两年被评为

校“名优教师”。所带班级也因班风好、
成绩突出，于2010年、2012年被评为校
“先进班集体”。

从教至今，谢娟独立撰写20余篇论
文、案例，其中两篇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
上，两篇获全国二等奖，多篇获市、县奖
项。2010年，她参加全国赛课获一等奖；多
次获得县级、校级赛课一等奖。她还积极
丰富自身素养，在成都市经典诵读大赛
中，获教师组二等奖。

在追求教学艺术的同时，谢娟尤其
强调作文教学在培养学生用心灵感受生
活方面的作用。2011年、2013年谢娟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叶圣陶杯”和全国“创
新杯”作文比赛，共73人次获奖，本人获
全国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连年指导学
生参加县作文竞赛，先后有38人次获奖，
本人连年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3年，三
篇学生佳作发表在《意林》杂志上。
是的，谢娟在教育这片沃土上践行了

她的人生信条，她做到了！然而，谢娟觉得
还不够，她说：“我还年轻，梦才刚刚开
始，前行路上任重而道远。我最大的快乐
就是能与孩子们一起绚烂绽放———芬芳
自己，也芬芳天涯！”

知行结合教无止境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数学教师杨明
让学生成为主动的语言学习者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英语教师本成军

拉近学生与母语的距离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干敏

爱生敬业做典范勤学乐思共成长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青年教师牟顺成

芬芳自己，也芬芳天涯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语文教师谢娟

做一名快乐的语文老师
■

双流中学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张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