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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宣言：不比智力比努力，不比起点比进步；今天前进一小步，明天前进一大步。

教育理念：让学生在友爱中找到快乐，在快乐中获得自信；让学生在竞争中懂得奋
斗，在奋斗中赢得人生！

美丽
班级

601601中队 班主任中队 班主任：：徐惊雷 数学老师徐惊雷 数学老师：：梅汉云梅汉云

师 者 心 得师 者 心 得

9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一天
看到好友鲍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图
片。其中一张图上有一束鲜花，上面贴着一
张粉红色的小卡片，卡片上印着这样几句
话：“美女师傅：相携两载，谆谆师诲成吾志；
感念一生，悠悠我情慰师心。祝我最亲爱的
师傅节日快乐，事事顺心。”原来这是鲍老师
青蓝工程的结对徒弟写的一段祝福语。细
细看过，鲍老师很是感动，在朋友圈里写下
了自己的感受：总有一些人会给你惊喜，总
有一些人会在特殊的日子想起你，或近或遥
远……无论是手中的礼物还是简单的问候，
都让我心存感激……

我记得自己看到图片和文字的时候，深
深地被打动了，这一师一徒，一应一和，师傅
悉心教育，徒弟心存感恩，让人觉得多么温
馨。

青蓝工程是我校的传统项目，来自“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旨在通过新老教师的结
对，促进新教师快速成长，为提高学校的教
育教学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每学期开学，
学校都会确定青蓝工程的师徒名单，师徒互

相听课，师傅给徒弟上示范课；徒弟讲课，师
傅点评指导。

青蓝工程涵盖学校的语文、数学及综合
学科，还有班主任的青蓝师徒结对。每次学
校召开“青蓝工程”的结对仪式时，师傅们总
会领到一本红彤彤的证书，然后和自己的徒
弟们合影留念。那是多么光荣的时刻啊！

我也荣幸地成为李思琪老师、王婷老
师、陈冬慧老师的语文教学师傅，我是将自
己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传给她们。看到她
们从一名不太熟悉教学的新老师，逐渐变成
课堂上自信飞扬、侃侃而谈的教学能手，看
到徒弟的进步是师傅最为欣慰的事情。

我愿意当好师傅的热情从何而来？思
绪渐远，我想起了我的师傅——覃旦君老
师。我是一个成长较慢的人，讲了三年课，
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很是稀松平常。其实我
的内心十分着急，却不知如何是好。在这个
节骨眼上，我又要讲年级的优质课了，怎么
办呢？覃老师帮我选好了课，那是一篇感人
的课文《小珊迪》，覃老师让我认真阅读课
文，领悟教参，甚至她和我一起精心设计过

渡语，为讲课增添不少光彩。尽管她自己要
顾及教学，要管家务事，还是抽出时间帮助
我。那时候没有打印机，她把整节课的详案
抄写下来，讲课中要说每一句话都记在材料
纸上。那次在科技馆四楼讲课，来听的人很
多，我内心十分紧张，但是看到覃老师鼓励
的眼神，我又镇定下来，顺利地讲完了这一
课。看到孩子们眼睛里噙着的泪水，听到民
师班进修老师的掌声，我知道这一课讲得还
行。如果没有覃老师的耐心指导，我怎能取
得进步呀？师傅的指导太重要了！

前一段时间，看到朋友在微信里发送他
们学校的青蓝工程信息，在图片上，徒弟为
师傅敬上一杯香茶，既简朴大方又注重礼
仪，场面甚是感人。他注明：师徒结队。我
想：应该是“结对”吧，师徒一一对应啊。可
是换个角度思考，“结队”也行呀，看我们学
校，刘娅玲、樊春晖等老师，一人带多位徒
弟，不就形成了青蓝工程的团队了么？

你好，青蓝工程，我们和你相约，相信在
实验小学，越来越多的人会收获颇多，不论
是师是徒，会逐渐学习成长起来！

你好，青蓝工程
市实验小学 孙惠明

不忘初心
笃定前行

市实验小学 徐小伟

妈妈从小就对我说:“教师是一个神圣
的职业。”于是，我便在心底播下了理想的
种子——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写一首抒情的歌，为理想起舞；诵一曲
豪气的诗，为理想打拼。2013年8月，我带
着梦想来到了咸宁市实验小学。在这里我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第一次站在三
尺讲台上，第一次上课……就在这太多的
第一次中我体验着从事教师职业的乐趣。

诚挚的心灵,是孩子情感的钥匙；高尚
的师德,是孩子心灵的明镜。关心爱护每
一个孩子，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体会他们
的喜怒哀乐。我是一名拉丁舞老师，在教
会孩子拉丁舞技能的同时，还注意关心孩
子的身体健康。上课时，如果孩子累了，我
会让他们休息一下做个游戏再继续学习。
下课时，我会经常提醒孩子喝水，玩的时候
注意安全。在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岗位
上，我每天面对这几十张笑脸，心中充满了
快乐与幸福。我很享受跟学生在一起的时
光，无忧无虑，仿佛自己也回到了童年。

今年是我在实小工作的第六个年头
了。六年来，我耳濡目染实小文化，老教师
的言传身教，浓浓的教学教研氛围，让我快
速成长起来。作为一名实小人，我感到非
常自豪。“有人说我们像春蚕，生命不止，吐
丝不尽；有人说我们像蜡烛，照亮别人，燃
烧自己。其实，我们很简平凡，就像农民守
望麦田；其实我们很单，就像园丁呵护幼
苗。言传身教，甘为人梯，无私奉献”亲爱
的老师们，这首歌词是不是很熟悉呀！实
验小学50周年校庆，黄书记倾情创作。现
在回想起来，那情那景历历在目。这就是
新时代教师的梦想啊！

冰心说过：“情在左，爱在右，走在生命
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就让年轻的我
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努力，继续奉献，用
博大的师爱来呵护每一个孩子幼小的心
灵，用高尚的师德来引领每一个孩子快乐
地成长，让他们的人生绽放生命的精彩！

做新时代的好教师，就是要让祖国的
花朵成长成才；做新时代的好教师，就是要
让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奋发向上；做新时代
的好教师，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不忘初心，
笃定前行，做新时代的好教师，老师们，加
油！

泉都文韵
quan du wen yun

静谧的夜，铺满璀璨夺目的星，莹然万
星里，有一颗小星静挂在天边的一隅，星中
的心明朗如镜，熠熠生辉。

走近儿子教室的窗外，层层翠绿的小
叶，正轻盈地舞动在挺拔的竹竿上，一串串
青绿色的葡萄缀满枝头。微风如同顽皮的
孩子不时地逗着那饱满而晶莹的珠玑。

“给你们出一道谜语：什么东西每一个
人都有，平凡又不平凡？”老师嘴角扬起，轻
点头，微咧嘴，一朵最美的迎春花幽幽地开
了。学生们齐刷刷地看了一眼鲜红醒目的
高考倒计时的牌子，一齐从心里，从那颗最
炽热、最真诚、最明媚的青春之心里，喷涌出
两个字：“梦想！”

好一幅快乐动人的学海夜战图！那翠
绿的小叶也抵挡不住诱惑，悄悄地爬上窗
台，绿叶里，还有一只小蜗牛正伸出脑袋好
奇地探望……

梦想就是答案。它不仅是谜语的答案，
更是学生为何藏春苦读的答案。梦想正如
那一串串玲珑剔透的葡萄，等待着在最美的
时刻褪青为紫，化涩为甜。

其实，每一个学子的心里都种着一棵
葡萄树，还有一只小蜗牛在上面努力地爬
着。等到小蜗牛攀上高枝，那美丽的紫葡萄
就已挂满枝头，小蜗牛就能尝到这世界上最
甜的琼浆玉液了。

但是，梦想的实现又岂如将一铲铲土填

上，用一杯杯水灌溉那般轻巧便捷？这平凡
又平凡的梦想之树，是从每个学子的汗水与
泪水、欢笑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中艰难地拔
节抽芽伸枝的！

时间在不停逼近，不停地在它四周奔
跑、集结，时间携带着无数秘密，又把无数
秘密提炼成凝重一线。小蜗牛仰起脑袋，
抖了抖沉重的大书包，朝着那青绿色的绿
枝头努力地扭动自己的身子。还在咫尺的
果实已经晶莹透亮，醉人的香甜正在空气
中荡漾……

“我终于看到了所有梦想都开花，追
逐的年青歌声多嘹亮。”听着鼓舞人心的
歌，亲眼目睹，青绿色的葡萄褪去青涩的

面孔，紫色晶莹的珍珠缀满枝头！小蜗牛
终于在紫色溢满的时候攀上了枝头。甜
蜜而芬芳的气息让它陶醉，成功的喜悦弥
漫在心头……

我静静地徘徊在儿子教室边的走廊，
身心从来没有这样纯净得仿佛成了虚无，脚
步是那样的轻，轻得没有一点声音，偶尔能
清晰地听到教室里的粉笔声。

静谧的夜铺满璀璨夺目的星。莹然万
星里，有一颗小星，正明朗如镜，熠熠生辉。

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不知不觉我已经度过了四个春夏
秋冬。每一个春秋，看似平淡，却不乏精彩；每一轮冬夏，貌似
平凡，却又显伟大。让我有如此体验者，非刚毕业的教那群孩
子莫属。

2014年，我第一次走上讲台，第一次走近还是三年级的
他们。那时的他们，淘气、贪玩，也正是如此，让我不得不费尽
心思。至今已不记得，多少次电话与家长沟通，多少次熬夜来
制定班规——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推移，一切
都走上了正轨，孩子们越来越懂事，我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默
契。

有句话说：今天的别离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聚。
五年级的我们，由于我支教的变动，而短暂分开；六年级

的我们，再一次相聚，更加懂得珍惜。
六年级是小学生活中最特殊的时期。此时的他们，不仅

要面对身体的微妙成长，更要接受心理的巨大考验。针对孩
子们身体、心理的各种变化，我该如何正确地引导，这是我当
时一直在深思的问题。

关于青春期身体的变化，我专门召开了一次家长会，这次
会议深受家长的赞许与肯定。而此时最大的心理考验就是小
升初产生的压力。为了及时疏导孩子们的心理压力，我决定
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和每一个孩子来一场毕业前的谈心，当我
把这个想法告诉孩子们时，他们先是小心翼翼、跃跃欲试，后
来就是争先恐后、彻底放松。事实证明，这次谈心，于孩子们、
于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与收获！

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小姑娘主动找我谈心时，不是向我讲
述学习中的难题，而是来寻求我精神上的帮助。一番了解得
知，原来是隔壁班的一位小男生向她发出了爱慕的讯息，这件
事一直困扰着她，让她无法静心学习。这次的谈心，我喜忧参
半。喜的是，小姑娘推心置腹，如此信任于我；忧的是，懵懂年
少，原本不知“情”滋味，无奈却被“情”所困。毕业前夕，我深
知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定期约小姑娘聊天，及时掌握她的心理
动态，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那个曾经专注学习的小姑
娘又回来了！

前段时间，我们在校门口偶遇，她远远跑来，给了我一个
个大大的拥抱，向我述说着初中的生活。看着她那如花般的
模样，我想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

如果你问我，怎样才能成为新时代的好教师，我想说：去
爱吧，用力去爱，无愧于心，便是好！

全力以赴 勇创佳绩
——参加市体育教师技能竞赛有感

市实验小学 冯亚欣

为了能在10月12号体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组内选拔中
有好的表现，我利用“十一”国庆长假在家学习了广播操《七
彩阳光》和武术操《英雄少年》。武术操基础薄弱，加上好几
年没有接触过了，学起来有点困难，我就利用电脑慢镜头播
放学习。实在看不清楚的手机拍成照片并标记上动作名
称，利用两天时间学完。后期就是不断复习巩固，练出力道
和精气神；专项我选择大众健美操成人二级动作，自学和向
组里专业同事请教相结合，两天也顺利完成了。同时，利用
晚上安静的时间，在办公室或者家里看相关体育理论书籍，
背知识点加强理论学习。10月12号通过所有的展示，最终
确定了我能参加这次比赛了，我很高兴，对于刚进学校不久
的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提升机会，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每
天利用不上课的时间练习实践，晚上复习理论，每周五集体
备课在组内进行模拟上课，组里教师认真给我点评指导，终
于到了比赛的这一天。

11月3日上午，小学组广播操和武术操先开始，我校代表
队站在最前面，两套操准备得很充分，比赛时我一点儿也不
紧张，广播操我能提醒自己面部微笑、武术操提醒自己用
力，幅度要大，面部要有神情，最终成绩还是很理想的。下
午第一项专项展示健美操，这次跳操展示需要反思的地方
有很多，和其他参赛队员比较，我认为我这几方面需要改
进，首先衣服的选择，也真是亲自体验了什么叫卖家秀什
么叫买家秀，时间紧也只能硬着头皮穿上了让我身材比例
不协调的健美操表演服；其次表演的过程中面部表情不丰
富没有感染力；最后是动作，偶尔有些动作不是那么有力
度，也正是因为这次比赛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专业技
能在哪一块需要加强学习。11月4日上午，模拟上课开始
了，其他参赛教师在模拟上课的时候，我旁边认真地旁听，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同时借鉴别人的优点补自己的
缺点，并用笔记录下来。该我上场时，居然瞬间紧张了一
下，从头到尾没有间断，还是因为自己的团队人员给我的点
评及打气，让我发挥很好。11月 4日中午，所有比赛结束
了，参赛人员及评委团坐在一起总结。市教育局秦科长先
给我们做了点评，同时给我们参赛人员提出了要求，他重点
指出一节好的体育课要做到：真实性、完整性、新颖性、实效
性、安全性，认真听取秦科长的点评，我会在以后的课堂中
慢慢落实。

此次比赛圆满结束了，经过多个项目的比赛，最终我获得
本届比赛的一等奖第一名，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继续学习提升自我，做新时代好教师！

金秋气爽，艳阳高照，北京的深秋天空
格外漂亮、艳丽。十一月十六日，乘着全国
各地“国培”的春风我荣幸的登上了北京首
都——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为期20天的培

训学习。
由于晕车的我一路颠簸不是很舒服，拖

着疲惫的身体走下车来，映入眼帘的是北师
大老先生启功题词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8个大字，字体秀气又刚劲有力，这八个大
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对全校师生的期望和
要求，是学校培育人才的指导思想，也是师
范生的奋斗目标。走入校园，校园里的银杏
树正开得金灿灿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
外美丽。

参加本期国培主题是《2018年湖北省
卓越工程第一阶段小学教师(科学&体育)高
级研修班》，来自湖北省各市州的优秀小学
体育、科学教师各50人参训。

开班的第一天，有幸聆听到了王文湛
教授的讲座，他的讲座精彩纷呈，娓娓道
来，带给我们每一位学员很大的震撼，一位
八十一岁的高龄老人能不用稿纸课件的辅
佐，手持一杯清茶，思维敏捷，条理清晰，用
平缓的语气，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大家做了
2个小时的讲座。他用高瞻远瞩的视觉，

站在国家的高度，统揽全局，精准为我们解
读了“十九大”及“全国教育大会”中关于教
育的理论，他用缜密的思维，从专家的角度
深入浅出的阐释，帮助我们学习领悟国家
教育方针政策，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觉了
解并熟悉现代化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一上午的培训学习就在紧张而又忧
虑的氛围中度过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
考和反思。

伴随着北京早晨的寒气，所有教师培训
进入第二天，上午研修班为学员安排了中国
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
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刘永胜的讲座《立德树
人，做中国好老师》。刘永胜教授从专业的
角度，用一个个实例好教师的感人故事，拨
动学员们的丝丝情弦，以专家的见解，理论
联系实际，给我们分析讲解了做“四有”好教
师深刻内涵。

最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参观国家博
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型展览》。本次到北京来学习，时

间正巧，赶上了国家博物馆对市民免费
开放，而且主题是关于咱们国家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各个方面的成就展览，四十
年弹指一挥间，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也算
是不惑之年，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
来说，则是刚刚迈开了一大步，四十年的
沧桑巨变，四十年的艰辛进取，四十年有
喜、也有忧，有苦、有泪、更有笑，一幅幅震
憾人心的图片画面展示，引起每一个中国
人的内心无心骄傲与自豪。这四十年改
革开放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也是独一
无二的。

随着各个小组研讨小结结束后，学
员们所学内容收获满满，却更加期待明
天，相信明天又会是充满阳光精彩的一
天！

培训研修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的总是
在不经意间流失，每一天的培训内容既丰富
又充满启发，相信在今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
一秒培训，都会能让我们吸收更多，成长更
快，专业更强。

用用力去力去爱爱
无无愧于心愧于心
市实验小学 刘晶

感知国培的教育魅力
市实验小学 阮国耀

那一串串紫色的梦想那一串串紫色的梦想
市实验小学 刘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