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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一字之师

特 / 别 / 策 / 划

以师为镜管窥育人之境
———探寻双流艺体中学以优质特色教育领跑全川的奥秘
2013年，998人参加高

考，本科上线711人。
2014年，二本及重点大

学专业和文化双上线536
人，领跑全省同类学校。
……
从普通中学，低入口，到

特色办学，学子争相报读，近
年来，双流艺体中学用“文
化奠基，艺体扬长、德育支
撑”的特色教育模式享誉全
国。
好学校的关键在于好老

师。在第30个教师节，让我
们走进老师和学生中间，品
读那些平凡老师的智慧和付
出。以师为镜，探寻学校发展
的基因密码。

和普通学校不同，在双流艺体中学，每个学
生都要在高一时，按照兴趣爱好和艺术潜质进
行编班。在日常的文化课程以外，学生们还将学
到各自所选的专业课程，三年毕业后，除了文化
成绩提升外，每个人都将拥有一门艺体特长。
今年考入清华美院的杨万翔就是从高一开始

才决定学美术的，“当时并没有想通过这条路考
什么好大学，完全是兴趣使然”，而几年后，他却
凭借着这个兴趣和特长，成功迈进了最高学府。
“学校的美术学习氛围浓厚，同学们也都能

共同进步，竞争激烈，加之数十名专业美术老师
的耐心指导，这些就是我的成功秘诀”。在接受
媒体走访时，杨万翔称自己的成功其实应归功
于为他辛勤付出的老师们。是老师们挖掘了他
的天赋，让他走上了成才之路。

如何让学生们在短短三年时间，从一个只
有懵懂爱好的门外汉，培养成一个专业院校抢
着要的高材生？的确考验着老师们的专业素养。

今年暑假，在其他学校老师们都在不断晒
各种旅游照片的时候，双流艺体中学老师周良
的朋友圈里却全是同事们晒的求学心得。暑假

里，学校的各科老师都被安排到了不同的学府
深造。学科老师去了华东师大、美术老师去了中
央美院、体育老师去了山东体育大学，在那里，
老师们从早到晚研究着高校的选材需求，体味
着中学教改的思潮，“满满都是正能量”。
在双流艺体中学从教多年的李发友是美术

老师，现在他是清华美院在读研究生。“学校给予
了最大的宽容和空间，让老师深造和成长”,李发
友说，毕业后，他将继续回到这给他空间和成长
的学校任教，把他的所学“倾囊相授给学生们”。
“作为一所‘以文化教学和专业教学’无缝

对接的公办重点普通中学，‘低入口高出口、高
入口优出口’无疑是双流艺体中学的一大亮
点。”双流艺体中学校长石东华说，如何挖掘学
生的潜能培养他们特色成才，一直以来都是学
校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人无全才，个个有才，
拓潜扬长，特色成才”的办学理念指引下，学生
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教师们用心地
为学生量身定制课堂，通过三年系统的培养，学
子们都能以自信、从容的姿态成功地迈入理想
高校的大门。

外语老师、教务主任陈玲的办公室每到课间和中午、晚
上的休息时间就会挤满学生。这是双流艺体中学的一道风
景线，每天陈玲会在这里义务为成绩差一点的同学补差。渐
渐地，习惯了老师陪伴的孩子们，“即使不是来补课的，也
愿意抱着一本书来老师办公室坐坐，总觉得有陈老师在，看
书也更高效”。

陈玲的付出常引来自己儿子抱怨，“对我还没有对你
的学生耐心”。但陈玲停不下来。
去年，新一届学生报到时，长期担任绩优班英语教学的

她这次主动选了年级外语倒数第一名的班任教。原因有些
执拗，“我就是想证明一下，没有差学生，只有差老师”。
结果，一年后，她带的班从年级倒数第一跃升到了年级

正数第二名，且平均分距第一名只有零点几分之差。
陈玲的秘诀是：“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她相信，执着

总能成就梦想。上课时，她从不站在讲台上，而是更多地融
进学生中，站在那些英语不那么好的孩子身边。下课后，她
的办公室是孩子们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
这位对学生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去年被评为双流县唯一

一位四川省优秀教师。而对于这份殊荣，陈玲显得风轻云
淡。“教师是一份良心职业，不但需要持续着自己内心的坚
守，更需要在坚守中满怀耐心、责任心和爱”。

为一堂课的设计纠结好几天是梅伟经常
的状态，这个对课堂极度较真的老师，在备课
时总是会翻遍各种材料，设想出最有意境、最
生动的方案。

作为学校语文学科主任，梅伟的这种态
度传递给了全校老师。近年来，在各项赛课比
赛中，双流艺体中学的老师也屡获大奖。

去年，在全国第二届“教育艺术杯”课堂
教学大赛上，语文老师孙幼佳力压全国各地
的优秀老师，夺得了语文组的第一名。为了这
堂课，孙幼佳的课程方案改了十多次，数次在
成型后又打翻重来。如何把庄子的这篇《逍遥
游》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位老师还几近苛刻地
查遍了庄子游历过的地方。
“老师对自己的苛刻，目的是为了呈现更

好的课堂”。石东华表示，在双流艺体中学，课
堂效果是有校级方案保证的。文化课上，学校
要求教师以课堂教学为载体，以“三案四段”
教学模式为抓手（“三案”，指课前预习案、课
中探究案、课后巩固案；“四段”，指课堂教学
分为 “课前导学———互动探究———巩固拓
展———分层过关”四个阶段），充分掌握学生
学习全过程。课后，学生步步落实，层层递进，
全力为文化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艺术教育方面，学校以“艺术知识的传
授、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的实践和创造、艺术技
能的掌握”为主要内容，探索出一套“激发———
体验———创造”的教学模式，努力创设一种轻松
愉快的艺术教学气氛，让学生在愉快的环境中得
到艺术的熏陶，得到技能的提升，得到美的享受。

每个学校里都有“后进生”，在双流艺体
中学,老师们秉承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用自己的爱
心、耐心、细心，去关怀和温暖那些有着各种各
样的缺点和问题、但又格外敏感和脆弱的孩
子，给他们带来阳光，帮他们实现人生的逆转。
物理老师吴杰被学生们称为“吴老大”。

今年是这位70后老师当班主任的第10个年
头。教师节前，他的手机里就被学生们各种问
候短信“刷屏”了。
“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这是“吴老大”

最爱说的话。不管班里哪位学生，他都能道出
一两条优点来。“让他们的优点放大，逐步改
掉缺点”是这位“攻心”老师的德育“妙招”。
何磊刚进入双流艺体中学时，是班里的

倒数第一名，每天上课睡觉、作业从来不做是
这个男孩对抗父母和学习的方式。每次考试，
750分的总分何磊只考得到200多分。
“当孩子们在学习上得不到任何自信时，就

往往会用一些逆反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足，
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吴杰觉得，何磊只是在
用“放弃”的姿态掩盖自己，“他只是苦于找不
到学习的突破口”。
吴杰并没有急着去强迫何磊学习。他仔细地

观察，发现这个阳光的大男孩喜欢篮球也热心学
校公益。于是，他尽量让他在体育专业课上找到
自信，同时又积极推荐他竞选校学生会干事。

很快，通过出色的球技和学生会里的热心
工作，何磊成了校园里一个“风云人物”。吴杰慢

慢在何磊心中建立起了信任，他这才实施起下一
步计划，在此后的聊天中，他像哥们一样和这个
大男孩说：“你现在可是学校里的名人了，可惜
成绩还跟不上，同学们不一定服你啊”。

慢慢的，从开始按时上学、完成作业，到
上课和老师互动，何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去年高考他考了350分（四川省体育类本
科线335分），成功地被成都体育学院录取。完
成了从一个放弃学习的孩子到圆梦二本批次
大学的完美蜕变。
“后进生，其实是传统应试教育中单一评价

标准的产物，用分数论高低，抹杀了学生其他方
面的闪光点。如果学校和老师用多元评价学生，
许多学生都能摆脱‘后进生’这顶帽子”。吴杰
说，锦上添花，让好的学生更好自然是教育应有
之义，但教育的最大魅力是雪中送炭，把顽石打
磨成宝玉，老师会收获更多、更大的成就感。

作为2013届年级主任，吴杰常常向同年
级的老师传递正能量。在他看来，只要放大每
个孩子的亮点，让他们从学习上找到自信，成
绩是顺理成章的事。去年他所带领的年级998
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711人，开创了双流艺
体中学高考新纪元。
“时间流逝，也许我们会忘掉老师们传授

的知识，但高中时期学会的乐观、自信会成为
我一生的财富。”何磊说，母校老师以强大的
魅力吸引、感染和影响着一颗颗成长中的心
灵，不得不让人赞叹、钦佩甚至崇拜，遇到这
样的老师，自己是幸运的。

用特色引领成才
发现学生独一无二的天赋

荩

用执着成就梦想
给学生比儿子更多的耐心和包容

荩

用苛刻问效课堂
给学生更有趣、有味的课堂

用人格影响人格
让桀骜不驯少年实现人生逆转

荩

荩

双流艺体中学的课堂上

致各科老师：

祝多才多艺、认真负责的语文张老师，和蔼可亲的数

学白老师，爱讲故事、大嗓门的英语Mis张老师以及其他各

科老师教师节快乐！万事如意！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老师！

成师附小

慧源校区

三年级一班

小彦希

致望子成龙教育集团优秀教师黄开发：

在黄老师的语文课上，气氛总是非常活跃。他喜欢

让学生独立探讨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探索众多

的语文课题。黄老师很注重旁征博引，高一的第一堂语

文课，他就会给学生教习很多毛泽东的诗词、警句、名

言，比如《沁园春·雪》，让学生们耳目一新，带有一种

兴奋感去学习语文。

学生

刘力

致吴娟：

吴老师，今天我们能坐在七中的课堂，离不开三年

来你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辛勤付出，真的很感谢你。你

对学生的公平，对我们的关怀，我想我们2012届5班的

每位学生都铭记于心。你的责任感更是让我们感动。

双流中学

实验学校

2012届

5班学生

王研吉

致Stewart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得此师乃吾之大幸。经文满腹，

才华横溢，琴技乃凡等莫及，闻曲，如闻天人之妙音。所

以慕之，仰之，敬之。愿在佳节之际，恭祝教师节愉悦，

遥叩传道授业之大恩。

成都孔裔英美

国际公学Mini

施普予

致草堂小学老师李文静：

无数次想起您那张无声无息出现在教室窗外亲切的

脸，生怕您看到自己，现在却无比怀念！

总有一种风穿透身体的感觉，一晃，我们就毕业了……

我们要走了， 曾经又敬又爱又怕的李老师将会回

到我们的六年前，回到我们第一天报道的那一天，只是

换了另一群小孩子，另一个故事。他们会和我们那时一

样，接受您的谆谆教导。

我们并没有走，只是换了一种姿态在您身边，都还

是原来的样子，永远的德馨班！

亲爱的李老师，节日快乐！

树德实验中学

七年级六班

张馨月

致语文老师谢娟：

第一次听您上课，我就觉得与众不同。幽默、大气、

广博，一直都感谢您那三年对我的语文熏陶，让我时常

都有写作的冲动。 每当一个个灵动的文字精灵从灵魂

深处跳跃而出， 我便在这纷繁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一方净土。真的很感谢您！教师节又要到了，祝您

永远快乐！

双流中学

实验学校

2011届

13班学生

冯韵语

致数学老师刘晓容:

都说数学很枯燥、乏味，可上刘老师的课同学们都

打十二分的精神。老师不断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培养

我们攻克难题的技巧和方法， 但也不会放弃班上成绩

稍差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刘老师经常和

我们聊天，鼓励我们，关注我们心理健康，感谢刘老师

为我们付出。祝你教师节快乐!桃李满天下！

郫县三中

九年级五班

詹盈琪

致黄雪琴老师：

今天我要感谢我的黄老师，老师常说：“我们就像小树

苗，要想长得又高有壮，必须从小就要扶正。”。所以给我们

规定上课不准做小动作，不准说小话，上学不能迟到、早退，

不能吃零食。下课后不能玩危险游戏，要注意安全……在

你的这种管理下，我们班级被评为了“优秀班级”。

亲爱的黄老师，您辛苦了！祝您在教育事业上再创辉煌。

电子科技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

4年级7班

曾籽翰

致朱海燕老师：

虽然您刚接管当我们的班主任， 但您幽默的话语

轻描淡写化解了我们只敢私下耳语的“秘密”；您的公

开公正让我们压抑的心情感受到了阳光。 我愿意鼓起

勇气， 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 小学最后一

年，我希望在您的帮助下更加自信面对未来的挑战！感

谢朱老师带来的快乐，也祝福您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金沙小学

六年级学生

李步浪

致老师王谦、詹文宏：

谢谢您们这些天对我的培养和鼓励， 能成为您们

的学生是我的荣幸，虽然我们只认识了几天，王老师、

詹老师我们已有了深厚的感情。王老师，今天当我举起

小手发言，你给我投来了鼓励的目光；当我回答完问题

时， 你当着全班同学表扬我是今天班上回答问题声音

最响亮的，也是站姿最好的。听到你的表扬，我的学习

激情突然被激发了出来。教师节来临之际，祝王老师、

詹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人北

华侨城分校

三年级二班

冯经纬

致班主任王钰：

王老师个子有点高，瘦瘦的，流着整齐的刘海，还

扎着一根马尾巴，很美丽。她常常叫我们孩子，管得可

多了。要管我们的学习，要管我们吃饭，还要我们玩耍

时注意安全。她有时很温柔，有时又很凶，可是我们还

是喜欢她。我觉得她更像我的大朋友！教师节快到了，

我祝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铁二院小学

二年级一班

田宇轩

致蒙琳老师：

致语文老师罗维静：

大家都亲切地叫您“罗老”，大家都爱您，也爱您

教的语文，甚至能为“下节课是语文”高兴一个课间。

您教的语文能够脱离死板，您让我们在比赛中学习，玩

中学，学中玩，渐渐地，我发现我们都爱您，甚至在您不

断咳嗽时，都担心您。我们爱您，很爱您！

电子科技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

2014级7班

赵浩然

致凌仕江老师：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本周三凌老师的课恰逢教师节，

我们文化馆文学班全体同学特别向凌老师致以特别的节

日祝福!凌仕江老师是散文大家,不管我们的文字功底如

何,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悉心点拨，学生们都非常感谢!

文化馆文学

中级班

大龄学生

梁宾

作为石笋街小学四年级一班的一员， 我从一个懵

懂的小孩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你付出了全心全

意的爱！所以我们都亲切地叫你“蒙妈”。我们经常看

到大哥哥、大姐姐来看您，他们都是你教过的学生。你

获得了无数的荣誉， 但你对工作仍然兢兢业业才有了

公交车上改作业的最美老师，但你说那没什么。在教师

节里，祝您天天开心，永远健康！

石笋街

小学四年级

吴蕊雨

唐朝和尚齐己很喜欢写诗， 有一次写了一首诗

叫《早梅》，其中有这么两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

枝开。”几天后郑谷来串门，齐己将写的诗拿给他看。

郑谷看了半天说：“写得好，意境很好，情致也很高。

但有一点，你写的是早梅，早开的梅花一般不会数枝

开，我觉得应该把‘数枝’改成‘一枝’。”齐己和尚

一听，恭恭敬敬地向郑谷拜了一拜，说：“改得好！你

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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