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爱育人 用心教书
——记华南实验学校化学老师、九（13）班班主任史延芳
本报记者 曾丽萍

永做那朵铿锵玫瑰
——记实验学校老师朱培风

通讯员 荆国琴

2018年5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李傲辰 组版：孔美霞 校对：步剑文 园丁风采 02

力
榜样
的 量

站上讲台，她是学生们尊敬
的“芳芳老师”；走出课堂，她是
孩子们喜欢的“芳芳”。这是同
学们对于华南实验学校化学老
师、九年级（13）班班主任史延芳
的评价，而从教31年的她一直认
为学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乃至
影响心灵的过程。在这循序渐
进的过程中，史延芳自始至终认
为育人比教学更重要。她说，从
自己真正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
开始，她就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
一个问题：“既然我要成为一名
老师，那么我要成为一名什么样
的老师？”“做一名有爱的老师，
用爱育人”，是她从教以来，用行
动书写的答案。

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在工
作中用心、用情、用方法，做孩子
们的“灵魂塑造者”是史延芳的
座右铭。她认为做一名有爱的
老师，首先自身要充满爱和温
暖，这样呈现的课堂才会是有生

命力的课堂。史延芳说，每个班
里都会有比较自我的学生，他们
不爱与人交流，愿意独处，但或
许有时只需要老师的一个眼神，
一个爱抚的动作便会打开学生
的心门，之后学习的事情则是水
到渠成。她坦言，在做班主任工
作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了爱
的力量。爱的种子播进学生的
心田，总会发芽，只是早晚而已。

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既需
要生活中的能观善察，亦需要严
谨的逻辑分析。一说到学习，大
多数学生的想法是枯燥乏味。
史延芳则认为，作为一名教师，
首先应想到如何让孩子们上课
感兴趣，把知识以一种形象而活
泼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这才是一
种最好的教育方式。30年的教
书经验让史延芳摸索出一套属
于自己的教学管理方法，即：从

“放小抓大”到“放行抓心”最后
再到“求稳抓小”，在这一年、两

个学期的时间里，她对班级学生
的管理模式完成了一个完美的

“闭循环”，最终帮助学生完成一
个“质变”的成长经历，让他们真
正学会“自学”，最终找到属于自
己的学习方法，受益终身。

备课、上课，批阅作业、辅导
学生，在这些看似琐碎重复的工
作中，她积极实践新课程标准，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逐渐摸索形
成了“实、新、活、趣”的教学特
色，深受学生喜爱。

“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是史
延芳执教的信条。面对学生，她
总是用发现的目光看学生的世
界。她常说，再好的学生都有不
足，再差的学生都有优点，没有教
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懂教育的教
师。在担任班主任工作中，史延
芳创新“育人”方法，要求每一位学
生写“作业日记”，在记录学生自己
的学习计划的同时，也可以将对
老师讲的话写在上面。其实这是
史延芳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与自己
交流的“信件平台”，它能帮助史延
芳走进学生心里，因材施教。一
直以来，史延芳以爱动其心，以严
导其行，默默地用爱心温暖着每
一个学生的心灵。在她带过的班
里，曾有一名男学生自控能力非
常差，语言行为不文明，几乎每节
课都出问题。面对这样的学生，
史延芳却深信：“学生最不值得爱

的时候，恰恰是学生最需要爱的
时候，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
一个优秀的学生。”于是她就用
欣赏的眼光去发现他的长处、优
点，用爱去感化他……记者在这
名学生的“作业日记”感受到了
他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史
延芳的称呼变化，从一开始的无
名，到史、史老师、芳芳老师，最
后直呼“芳芳”。史延芳最终走
进了该学生的心里，并建立起

“友谊”，如今，这名学生每年节
假日都会给“芳芳”发来慰问祝
福信息，这让史延芳异常欣慰，
因为她成功引导该学生走向了

“爱的正途”。
30年，爱的故事不断在史延

芳身上蔓延发生着：她曾将哭闹
不已的寄宿生带回家住、在教室
和学生过生日、带着孩子去食堂
包饺子、在逢年过节时给一个孩
子精心准备礼物、甚至外出旅游
也不忘给班上学生带特产……
几十年如一日，史延芳总是细心
地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
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经过努
力有所前进，使每一个学生都能
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不管多调
皮的学生，只要进入史老师的
班，都会很快转变过来。她与学
生畅谈一个个人生的话题，如

“理想是前进的目标”等。经常
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班队活

动。用故事，用感受去帮助学生
树立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人生价
值观。

作为一名教师，史延芳说，
她最大的目的倒不是说自己的
学生能有多少考上名校。她最
希望的是孩子们不管到什么时
候都能够积极地面对生活，要永
远充满力量，不断提升自己。正
如她第一次与学生见面上课的
时候给孩子们说的那样：“老师
希望你们能够善良、积极、阳光、
自信、朝气、有思想，成长为健
全、合格的中学生和社会主义事
业的接班人，做对社会、对家庭
有用的好人。”

除了善于与学生沟通外，史
延芳还善于和老师沟通。多年
的教学经验让史延芳在学校成
了“抢手货”，同事们亲切地称她
为史姐。学校校长王旭平说：

“她就是我们学校的救火队长，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塞。”常年
带初三毕业班，她接手的班级总
是学校最棘手的班，但她总笑着
说：“我来，交给我，请放心。”

她，这朵最美的铿锵玫瑰，从
教28年来，带着对学生无尽的爱，
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谱写
了一曲新时代的奋进之歌；用自
己独有的芳香浸润了一批又一批
的学子的心灵；用甜甜的微笑，让
教育这块沃土弥漫着玫瑰的芬
芳。她就是实验学校的朱培风老
师。

大家都尊称她为老朱。高高
瘦瘦的一个人，仿佛一阵风都可
以把她吹倒。但对学校布置的各
项工作，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要求，
她都精益求精，堪称完美；无论是
在办公室还是学科组，她对人总
是笑脸相迎，真诚坦率，做事未雨
绸缪，积极主动抢着干，赢得了众
人的赞誉。与她相处的人，都感
受到玫瑰芬芳，沁人心脾。

透过她的笑容，谁曾想到她
是从鬼门关挣扎过来的呢？她曾
遭遇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整整
昏迷了十来天。但她凭着对教育
事业的执着追求，求生欲望让她
硬是从鬼门关口挣扎过来。还没
完全康复，她就踏入了学校的大
门，她说，好久没回去了，孩子们肯
定想念她，她要去看看。每当说
起那场严重的车祸，那次重度昏
迷，肝脏碎裂带来的难以忍受的
疼痛，她都轻描淡写，仿佛在说着
别人的故事，脸上始终洋溢着笑
容，玫瑰般散发着迷人的幽香。

从不曾因为身体的缘故而向

学校提出一点点要求，相反，满工
作量的她凭着满腔的热忱，全身
心扑到教书育人上，以无比坚韧
的毅力展示着真我风采。车祸带
来严重的后遗症，脊椎骨有了偏
差导致她经常腰疼，抵抗力下降，
但每次病发作，她都咬咬牙，甩甩
头，挺住，转身已到了教室；撑不住
就晚上挂水，白天继续投入工作；
半夜发烧早上实在爬不起来打电
话请假休息一天，结果中午又出
现在校园！儿子重病住院，晚上
在镇江陪住，早上又急匆匆赶回
上课，眼角还残留着流过泪的痕
迹。连日反复奔波，身心俱疲，却
始终默默承受……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正如同
热爱自己的生命。她说得好：活
着，是一件多美好的事，上苍如此
垂青于我，如今，我越发要珍惜眼
前的生活，与学生在一起的快乐。

她热爱学生，关心每一名学
生的成长进步。她用心做教育中
的每一件小事，耐心处理班级里
的每个问题，用全部的爱呵护着
每一颗幼小的心灵。

她说：我的责任就是教书育
人，阎王爷都不要我，我还有什么
困难不能克服？她作为班主任，
风雨无阻，清晨总是第一个步入
工作岗位，陪着学生一起进入学
习状态，把满腔的爱播撒给学生；
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只要哪一
个学生情绪不稳或状态不佳，她

往往一个眼神，一句鼓励，一个微
笑，一次抚慰，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

她经常有计划地根据班级实
际，开展形式多样、学生喜闻乐见
的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成
功和发展的机会，以更好引导学
生培养能力、发展个性、形成良好
品德。如每天组织学生背诵《弟
子规》，并以此规范学生自己的言
行；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内容丰富
的主题班会，特别是网上下载《百
家讲坛》、励志类、感恩类的视频，
用直观的形象代替空洞的说教。

对于后进生，她总是给予特
殊的照顾。那年，她班上一名学
生青春期逆反非常严重，朱老师
几乎每天都会利用晚自习对他进
行心理疏导，促膝长谈。有时防
止他晚自习故意不回家在外面出
事，她就悄悄跟在他后面，直到看
见他安全进入家门才能放心回
家。她坚持让学生写周记，写身
边事，写心里话，写出自己的真情
实感。在日记中，她得到了学生
的信任，了解了学生的精神世界，
及时给予学生指导和帮助。玫瑰
般的芬芳让爱住进了学生的心
田，让孩子们得以健康快乐地成
长。

就是因为心里始终牵挂着学
生，她赢得了桃李满天下，毕业的
学生中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孙
露、陈颖哲两位同学均被新加坡

国家初级学院录取，而且发展势
头良好。她所带的班级多次被评
为“文明班级”、“江苏省和谐班集
体”。

没想到上天又一次考验了
她。2015年临近学期末，她坐班
结束下楼时不慎踩空导致腿部
骨折住进了医院。因摔得太重，
腿部肿得厉害，只有等消肿后才
能动手术。没有病房，只能躺在
医院的过道上。常人无法忍受
的疼痛折磨着她，却只见她咬紧
牙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硬生
生没有流一滴出来。看着她消
瘦而苍白的脸，大家心里一阵泛
酸。值得欣慰的是她的学生惦
记着她的伤情，一到周末便挤到
她的病床边。他们关切的问候
让她暂时忘记了疼痛，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我没事，别担心，快
和我说说你们考得怎么样？班
上的同学们学习可专心？现在
有没有班主任带你们？”一连串
的问题拨动着学生的心弦：老师
都疼成这样了，眼里心里只装着
对我们的牵挂！孩子们背转身
去，悄悄抹着眼泪。

转眼到了暑假，学校正在为
这个班安排新的老师而犯愁，朱
老师的电话却来了：“还是让我接
这个班吧，省得你们费神，已经给
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再说，
我也放不下他们……”“可是你的
腿还没好……”“没关系，我尽量

不上下楼，多坐少站就好……”就
这样，校园里又多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一位高挑身材的老师穿
着布鞋，缓缓地在教室、走廊、办公
室间移动，目光中盈满温情，脸庞
上绽着笑脸，也许，有学生的地方，
才是她安心所在。每次走在她的
身后，她不再潇洒的背影，着实让
人心酸。她插着钢板的腿，着实
让人心疼。每次在办公室，看着
她把伤腿高抬在桌上，又肿了，疼
了，吃不消了，但她面色平静，面带
微笑，哼都没哼一声，只是说今天
没啥事，让腿休息休息；一段时间
后腿又开始痒了，痒到了骨子里，
整夜辗转，起床闹铃一响，又拖着
沉重的双腿准时站在了讲台前
……因为心中装着学生，她把爱
演绎成担当，实践着奉献，用玫瑰
的铿锵征服着大家，震撼着学生，
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知天命的她依然在班
主任的岗位上真情演绎，无怨无
悔。

她就是这样一位执着教育事
业的铿锵玫瑰，涌动着玫瑰的绚
烂，浸染着每个学生的心房……

“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无
怨无悔从容面对。风雨彩虹，铿
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
去背……”这朵最美的铿锵玫瑰，
留多少伤痛给自己，奉献无数关
爱给学生，让教育这块沃土永远
弥漫着玫瑰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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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伸手向你要钱时……当孩子伸手向你要钱时……

穷养下的孩子如何才能翻身
呢？只有在人生中比如学习或工
作中取得的成就盖过了自身的自
卑，才能慢慢找到自信，然后改头
换面，但有多少穷养长大的孩子能
成为这样的幸运儿呢？

最 近 美
国《今日心理

学》杂志也有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
点——穷养孩子难翻身！

孩子处在压力的环境下，对周
围的人和事也会变得异常敏感，不
愿参加社交活动，这种心理压力会
阻碍智力发展，影响学习成绩，最
明显的影响是抑制求知欲和探索
世界。

作为刚刚才开始走向富裕的

中国，我们很多人都尝试过贫困的
滋味，我们也品尝过贫困的自卑。
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用多少的努
力才能去克服这种自卑感。这些
努力或许包括我们去疯狂地赚钱
赚钱，以至于忘记为什么而赚钱
了。

另外社会拜金的盛行，也许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财
富失衡。但是家庭对于金钱教育
走歪了路，走向了所谓的穷养也是
一大原因吧。

可以的话，请不要再继续这种
错误了。我们很多人其实已经陷

入到这种恶果里了，不要让下一代
人也继续这种错误。

所以，教育，不应该走极端。
平衡才是最好的教育之道：保证了
孩子的物质生活，他们才不会贪
婪；让孩子吃点苦头，他们才懂得
谦虚；让孩子学音乐美术，孩子懂
得了高雅和品味；让孩子受点挫
折，他们的灵魂会更加坚韧；孩子
经常旅游，他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
……

中国许多父母都有控制病，
金钱上的控制尤甚。当他们感觉

自身说一不二的权威受到挑战时，
便把金钱作为武器，劈向自己的孩
子。

有很多不知道如何流传开来的观
点，说孩子要穷养，特别是要穷养男孩
子，但是你知道特意的穷养孩子，他们会
丢失了多少东西，你知道吗？

一些富人家长为了杜绝把孩子养成
大脚大手的坏习惯，于是就在孩子面前

“藏富”“哭穷”，这种做法需要适度，适度
的“藏富”“哭穷”可以变为孩子前进的动
力，如果过度了，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种
压力，造成金钱方面的不安全感。

大家想，一个整日看着父母为钱发
愁、抱怨的孩子，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吗？

所以在孩子成年以前，家长要以坚
定的语气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一定会保
证你上学、生活的费用，你不用担心。
但长大了你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
造财富。”

这种承诺对孩子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当孩子的内心安定了，智能
才能得到良好的发挥。

其实穷养弊端多多！
●穷养会让孩子丢失了大方得体
穷养的孩子，他们会因为在某方面

不如别人而自卑。他们既内向又胆小，
他们甚至不敢跟别的小朋友交往。

他们长大后会在同龄人面前表现
出拘束甚至觉得低人一等，他们不敢

表现自己的光芒，他们内心的自卑
让他们觉得不配，而只有
将自己关在小小的空间
里，他们才能找到丁点儿

的轻松。
一味学别人的

穷养孩子，会让孩子
丢失了大方和

得体。
●穷养会让孩子丢失了格

局
有不少人说“穷人会越穷，富

人会越富”，穷人之所以穷下去，是
因为他们的父母给孩子下了一个
套，这个套叫“格局”。

我们的穷孩子为了节省 2块钱，
会花 2小时走路到目的地，而富养的
孩子是怎么干的？他们为了将 2小时
的路程节省到 2分钟，他们不惜花 20
块钱打的士。

这就是格局！我们的穷孩子可能
每天会为了节省几毛几分，将时间花在
一些并不能让自己增值的东西上面，而
富养的孩子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去接触世界。

●穷养会让孩子丢失了气质
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人的穿着言

行就能判断一个人的出身。为什么有
些孩子一看就是有气质有教养，但有些
孩子一看却是让人感觉粗俗？孩子身上
的气质是从骨髓渗透出来的，是家庭环
境教养的象征。

这种气质来源于孩子的自尊和自
信。就如同香港一个住在笼屋的穷人
说，我每天都要为一天三顿的 50块港
币辛苦劳动，我们没有任何的尊严和
梦想可言。

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更多
的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他们没有精力
也没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这是两则真实的故事。
五块钱的故事是一个女孩

子讲的：
初中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

妈妈通常每周给 2元零花钱，那个
星期她想要5块，妈妈不给。她就表
示不去上学。妈妈说：“爱上不上，
不上现在回家。”

后来，她一直缠着要，妈妈很不
高兴地掏出5块钱，扔在桌子上，一副
嫌弃的样子。而那五块钱弹落到地
上。

这个小女孩颤颤颠颠地捡起了
钱。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她
说，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一直觉得自
己很卑微，同时，在心里埋藏下对钱的
渴望。

五毛钱的故事是一位男士讲的：
初二那年暑假，班上两个女同学到

他家串门。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这是他
平生第一次与同龄女孩交往。

后来，女同学提议去街上转转。他
身无分文，便去找母亲，希望给他一点
零花钱。

妈妈不肯给。
他一再恳求，哀求。最后妈妈掏出

五毛钱，“拿去！”
他弯下腰，捡起那五毛钱，和女同

学上街了，请她们一人喝了碗大碗茶，
就各自散去。

当年的男孩子现在 30多岁了，大学
毕业，经济独立，也早已到谈婚论嫁的年
龄。但他一直不肯结婚。

他不结婚，也不回家。他知道他的
父母非常孤寂。但目前他只想这样
过，不结婚，不回家。他说，这一切都
源于那扔在地上的五毛钱。

这两个故事，我看不出这两个家
庭的经济的真实状态，但是我能感
受到的只是一种“贫困”。这种贫
困不是

说
家庭的经济，
而是一种精神上所
表现的贫困。

当孩子合理请求一些
金钱要求的时候，父母上述
的反应，就好像在说，我没有
一点钱，你怎么还找我要钱。

可是对于小男孩来说伸出
手，向妈妈要一点零花钱，是因
为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子想知礼
体面有教养，他知道朋友来访应
热情相待。在他伸手那一刻，在
他心中母亲的形象还是完整的，是
他可以伸手的人。

母亲掏出五毛钱扔给他，呵斥
他“拿去”，至此一个男孩的尊严已
经体无完肤。

而最最屈辱的是他不能拒绝，他
需要这五毛钱，两个不明就里的女同
学还在外屋等着他，期待一场愉快的
同游。

当他弯腰捡起这张纸币，他一定
听到了尊严碎裂一地的声音。他的内
心也就此四分五裂了。

五毛钱就这样严重影响了他成年
之后的生活道路。从伸手要零花钱，到
弯腰捡起那五毛钱，客观时间只有几分
钟，但在他的心理时间上，漫长如整个人
生。儿子心中翻腾的一切，那位母亲从
头到尾全然不知。

实际上，掌握金钱也是父母的一种
权力，上面两个故事中的母
亲都用金钱带来的权力狠
狠地羞辱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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