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任的“三板斧”
肖颖栋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
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
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做了这
么多年班主任，我总结出做好
班主任工作的“三板斧”：打招
呼、写感悟、扬斗志。

我最得意的时候，是七年
级新生来报到时，第一次见面
我直接喊出了每一个孩子的名
字，他们讶异、激动，“最美的赞
美是记住他的名字”。一种温
馨的氛围油然而生，这一刻，为
了记住他们的照片和名字，花
了多少时间都是值得的。这就
是我的第一板斧：“打招呼”。

青春，是远远地向你招
手。八年级的同学有很多话要
对老师说，却没有机会；我也有
很多话要对孩子们说，需要一
个平台。“写感悟”是我的第二
板斧，让爱意流淌。从不愿意
写，到愿意写；从被动的任务，
到主动的表达；从寥寥几语，到
长篇大论。我聆听着你的喜怒
哀乐，而青春的你怀着感恩的
心让我走进你的心灵。

第三板斧最重要，中考是
人生第一次重要的考试，孩子
们紧张、焦虑，甚至还有点彷
徨，他们需要安慰、鼓励，更需
要激发他们全部的生命能量
——“扬斗志！”“如果不奋斗，
要青春做什么！”“历练三年，在
此一战！”“拥抱考试，享受成
功！”“报答母校，向青春献
礼！”……

让孩子做个优秀的普通人
贡建云

执教初中三十年，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家长满意，但是很
难。我也是家长，望子成龙是我
们给孩子施加压力的动力，恨铁
不成钢是我们惩罚孩子的借口，

“随他去了”“破罐子破摔”是我
们作为失败家长的最后无奈。
怎么办？答案就在问题中，最近
的一次家长会让我们茅塞顿开。

那是一场家长们掏心掏肺、
慷慨陈词的心灵峰会，那是一场
家教合作、达成共识的精神盛
宴：“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优秀
的普通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的
孩子也是；我们都追求优秀，我
们的孩子也会；我们都渴望成
功，我们的成功就是“让我们的
孩子做优秀的普通人”。

“你是明天的他，孩子是明
天的你”。普通的我们，要做孩
子的榜样，我们自己争取优秀，
孩子长大了就成了你。为了孩
子，三中与你一起努力！

有容乃大
——三中的变与不变

邱燕静
22 年，弹指一挥间。对于

三中，我从一名新教师变成了
老教师，22年，时光荏苒，沧海
桑田，很多情形都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想的是我们三中的变与
不变。

曾几何时，能够进入三中
学习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值
得骄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
之”，感受着孟子的这一名言，
我为此快乐不已。

时至今日，一些家长为把
孩子送到三中学习而略感犹
豫，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心酸，
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唯有做
得更好，怎么做？向圣人学
习！整个孔子教育思想可以概
括为两个词“有教无类”“因材
施教”。我们三中，“有容而
大”，不管什么学生，只要愿意
进三中，我们都欢迎；不管学生
有什么样的学习基础，我们都
会因材施教，让他的学习有新
的飞跃。

我们坚信，把一流的孩子
教成一流的学生，这当然是成
功；把非一流的孩子教成一流
的学生，才是骄傲，这就是我们
的骄傲、三中的骄傲！

给三中一次机会，给你的
孩子一次成功！

陪伴他，欣赏他，等待他
贺玉洪

青春，未必是逆反的。逆反
的青春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
理解、很好的对待。对待青春，
最温柔而有效的做法是“陪伴
他，欣赏他，等待他”。

最好的沟通是陪伴。无一
例外，所有的成功孩子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得到了
很好的沟通。陪伴是在一起，
家长朋友们，我们与孩子在一
起的时候其实不会太久啊，要
珍惜；陪伴是一起做，在他读书
的时候，你坐在他的身边，放下
手机，和他一起读。陪伴是沟
通，聆听他、追随他、成就他。

最好的赞美是欣赏。人无
完人，何况成长中的孩子呢！
我们不要把学生的缺点当成错
误；不要把孩子们没还有发展
的领域当成缺陷；不要把我们
家长都没有做到的认为是孩子
能够做到，一定能够做到，而且
必须做到的。一个负面的标签
会毁了孩子的一生，一次次的
指责就是对青春一次次的摧
毁。为了孩子的成长，让我们
赞美他们，欣赏他们。

最美的成功是等待。闻道
有先后，花开有早晚。也许，我
们太看重起跑线，而忽略了终
点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启发式的关键就是把握教育的
时机，所以我们需要耐心，需要
等待，需要把目光放到更为遥
远的未来。在孩子们没有成功
的时候，在孩子们还没有能够
一次性改正错误的时候，在孩
子们不能时刻保持我们要求的
成长姿态的时候，我们要面向
大海，静待花开！

“问题学生”的问题在哪
姚玉华

其实，说“问题学生”本身就
是个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为
什么他们成为“问题学生”了
呢？说“问题学生”，也许他们
的确是个“问题”，是教育的问
题，是家长的问题，但不是他们
的问题。

“问题学生”的问题在哪？
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
解决问题。事实上，“问题学
生”的问题就是学生面对的问
题。

比如说，学生趴在桌子上睡
觉而不听课，这的确是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呢？“叫他坐好”“罚
站”“罚抄作业”“请家长来”“写
检讨”？统统不管用！为什么
呢？因为你不了解学生面对的
问题，没有解决学生面对的问
题。他到底是听不懂，还是不
想听，还是家里有什么变故，或
者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我们
得了解，我们得解决。如此，我
们解决了学生面对的问题，就
解决了我们家长、老师遇到的
问题。如此，哪里来的“问题学
生”呢？

初中正是读书时
戎云夏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世
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孩子们哪，
你们要多读书啊”，此时此刻我
想说的一句话是“初中正是读
书时”。

懵懂的少年，你读不了几
个字；繁忙的高中，你没有时间
读你爱读的书；而现在，初中正
是读书时。

孩子们哪，你们要读人类
经典的书，读你爱读的书；孩子
们哪，你们要与青春的同学一
起读书，与爱你的家长一起读
书；孩子们哪，你们要于无字处
读书，做到“行千里路，读万卷
书”。记住，无论何时，无论走
多远，读书的你最美！

为青春引路
谢爱民

青春是一种憧憬；青春是
一种体验；青春是一种奋斗。

我的青春我作主，孩子的
青春我引路。

什么样的力量最强？榜
样！高考落榜，我做了“代课教
师”，不甘心！天生我才必有
用，自古天道会酬勤。自学，再
考，改变了身份，改变了青春。
青春，就是自信！就是奋斗！
教师，是学生最读得懂的“教科
书”，我让孩子们听我的青春故
事，并讲他们自己的青春故事，
这就是我的青春引路。

什么样的青春最美？自
信！“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
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每天清晨，我都让孩子们
唱一遍这首诗，由此开始青春
的一天。学习、生活、社团活动
……每一件小事，都把它做好，
做到极致，留下青春的印迹，散
发生命的芬芳。

用青春为青春引路，用青
春为青春喝彩！

孩子向前一步
家长退后一步

张英仙
我是寄宿班的班主任。当

我看到各位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爸爸妈妈手提肩扛行李，
簇拥着孩子来报到的时候，我
特别能理解你们。也许这是他
第一次离开直系长辈的目光关
注，这是他迈向人生的第一次
独立前行，你们舍不得，你们
不放心，这些我都能理解，感同
身受。

但是这一天终究要到来，
有翅膀就是为了飞翔，我们应
该高兴，我们的孩子更早地接
受了历练。家长朋友们，请你
们放心，三中是有良心的教育，
我是有责任的老师，你们的孩
子是有潜能的生命，我相信今
天你们已经为孩子们那么多的
第一次而骄傲了吧！他们第一
次办公交卡、第一次自己坐车
回家、第一次自己洗衣服、第一
次打扫自己的房间……这无数
的第一次，构成的是三中寄宿
生青春特有的风景！放心吧，
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想再
说一句“孩子向前一步，家长退
后一步”。

让孩子阳光起来
张丽丽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
别人的孩子是神。”爱漂亮的
孩子是人之常情，爱不漂亮的
孩子是教育情怀。这是教育家
的名言，我们都这么说，说多
了，似乎就成了真理。但教师
是人，不是神。

我们三中老师也不是神，
但我们可以努力让每个学生成
为令人喜爱的“漂亮”孩子。
我们三中办学理念是：“抬
头、挺胸、望远，做个阳光的
中国人！”我们每个老师心怀
阳光，努力陪伴每一个孩子同
行。让每一个孩子在三中明媚
的阳光中追求真知，奉献爱
心，实现自我，感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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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学习，挺胸生活，
望远期待

冷 莉
“亲爱的孩子，我就是‘冷酷

的茉莉’——冷莉老师，你们的
‘冷姐’！”这是我在每一个新班级
的开场白。

冷，是我的风格；莉，是我
的芳香，“冷姐”是你们的引路
人。三年的初中生活，“请跟我
来”，跟着“冷姐”学习，跟着“冷
姐”一起生活。

抬头学习。不要只是埋着
头苦苦地做习题，做试卷，要抬
起头来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读
书，自己的书读得好不好，如何
让自己读得更好，学会学习，学
会生活，学会合作，学会创造。

挺胸生活。不要害怕、不
要慌张，要享受青春最美的时
光，在三中，珍惜你的每一次机
会、每一个舞台、每一次历练，
挖掘你的潜能、展示你的风采，
绽放你生命最强的光亮，为三
中的阳光增添你独有的色彩！

望远期待。青春需要梦
想，未来值得期待。你要把目
光投到遥远的地平线，你要构
建未来生活的美丽画面，然后
记住，未来不是在前方等待你
进入的驿站，而是今天努力拼
搏精神的陪伴。

如此，“冷姐”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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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当前，一场名为“大走访、
大调研、大提升”的主题活动正
在全市开展，这既是去年“四问
四促”暖企惠民大走访的延伸
拓展，也是推进思想大解放、聚
力高质量发展的丹阳实践。活
动以来，各级各单位掀起了深
入基层的热潮，活动的热度丝
毫不容置疑。但需要警醒的
是，在扑面而来的活动“热度”
面前，切切不可忽视要让群众
能够从活动中感受到满意的

“温度”。
警醒，是因为确实有人还

抱着应付的心态，搞走过场：有

的人下基层就是填表、拍照、做
台账资料，把群众当作完成任
务的道具；有的人糊弄上级，大
张旗鼓造势就是为了做足表面
文章，看似动静很大，实际成效
渺渺；有的人下去了就是走马
观花、蜻蜓点水，只求活动留
痕，遇到难题绕道走，对群众提
出的困难不愿意听；还有些人
喜欢端着架子到基层“摆谱”，
没做好服务，反而给基层增添
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些都是彻
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在群众面
前最终是要露出马脚的。这样
的“走访”“调研”，群众是感受
不到满意的“温度”的，相反，群
众只会徒增反感。

我市正处于新时代发展的
重要“窗口期”，机关干部深入
基层大走访、大调研的意义不
言而喻。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增强深入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的政治自觉，按照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的

“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目
标要求，围绕经济发展高质量、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高质量、
民生事业高质量、党的建设和
作风建设高质量沉下身子大调
研，找准高质量发展中的瓶颈
和短板，找到解题路径。

作为“大走访、大调研、大
提升”的参与者、践行者，每一
位机关干部都要力戒形式主
义，带着真情，放下架子，深入
一线，用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把
群众当成家人，站在群众的角
度感受生活向往、体会民生诉
求，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
心里，真正走进群众心中，做服
务企业的热心人、关心群众的
知心人、推动发展的有心人；要

带着问题去走访、搞调研，确保
问到点子上、访到根子上；要把
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作的方向，
对走访调研中基层反映的问题
认真梳理、及时回应、妥善解
决，让基层感到温暖、得到实
惠、看到希望；要把基层的难题
作为创新的空间，在走访调研
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

“大走访、大调研、大提升”
活动光有“热度”，群众肯定难
满意。通过大走访、大调研，让
机关干部进一步了解基层、增
进感情、锤炼作风、提升本领，
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大
走访、大调研、大提升”才会既
有“热度”，又有能够让群众感
到满意的“温度”，也才能推动
丹阳在领跑镇江、争先苏南中
迈出新时代实现新崛起的坚实
步伐。

本报讯（记者 尹媛） 2 日
上午，镇江市市长张叶飞率队来
丹调研推进我市解放思想大讨
论活动。市领导陈可可、黄春
年、金夕龙、黄俊杰陪同调研。

张叶飞一行首先来到鱼跃
生命科学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
进行实地调研。鱼跃集团董事
长吴光明向张叶飞介绍了项目
总体情况及建设进展。总投资
50 亿元的鱼跃生命科学产业园
总规划用地1000亩，目标将园区
打造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器
械生产基地、国内研发水平最高
的国家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和医
疗器械行业的龙头领军特色园
区。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动工建
设，计划三年建成，全部建成后
可形成年销售100亿元。今年以
来，鱼跃生命科学产业园项目已
经完成投资 5.1 亿元，累计投资
达 15 亿元，20 万平方米厂房已
封顶，12万平方米厂房已开工建
设，工厂整体搬迁也将拉开序
幕。张叶飞充分肯定了项目推
进情况，并高度评价了鱼跃解放
思想创新模式，通过高端平台打
造上游工业链，继而形成产业集
群，他寄语鱼跃继续高站位谋篇
布局，以更大力度的思想解放引

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随后，张
叶飞一行前往高新区，走进苏南
高端装备制造研究所，一边实地
查看一边听取了超精密加工技
术的相关介绍。在高新区管委
会沙盘处，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冲向张
叶飞详细介绍了当前高新区发
展建设相关情况。

在随后的座谈交流会上，镇
江市副市长、我市市委书记陈可
可介绍了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以及开展思想解放大讨
论活动、贯彻落实镇江市高质量
发展大会精神的相关情况。今
年以来，我市深度对标苏南、深
化改革创新，紧抓发展不放松，
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认真
负责地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好
的态势。1~4月，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明显，规模企业支撑有力，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项目招引更
加聚力，经济运行质态积极向
好。同时，我市在企业重组并
购、产业基金以及企业上市等方
面也多有突破，坚持稳增长与风
险把控并重，坚持以人为本，坚
持问题导向，推动绿色发展，各
项工作成效明显。此外，5 月 7

日，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对开展解
放思想大讨论进行了动员部署；
5月25日，镇江市委以“解放思想、
追赶超越，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为主题，召开了全市高质量
发展大会，在此后的第一时间，我
市积极贯彻落实相关会议精神，
以省市委相关部署为指导，及时
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领衔的思
想解放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通
过中心组学习、市委常委会等形
式及时全面地传达学习省市委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及镇江高质量
发展大会相关最新精神，并对解
放思想大讨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进行专题研究部署，目
前已经形成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实
施方案、市委常委会开展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方案和高质量发展
工作方案。下一阶段，我市将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委部署要
求，围绕“学习新思想，改革再出
发，开放迈新步，发展高质量”这
一主题，分宣传发动、学习讨论、
实践转化、持续深化四个阶段全
面推进活动，切实掀起思想解放
大讨论的热潮，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推动“双过半”及全年目标
任务的实现。

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张叶

飞指出，改革开放 40年来，解放
思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
力、动力和影响。解放思想意味
着突破、打破和创新，回顾改革
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最多的是
打破教条主义，而立足当下，解
放思想再出发，必须突破固有的
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和发展路
径。张叶飞强调，要从过去的发
展理念中解放出来，摈弃唯
GDP、唯速度，实现从唯GDP到
全面发展、从唯速度到高质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指标
倒逼高质量发展；要从过去的发
展路径中解放出来，从靠投入、
靠负债转变为靠创新、靠人才、
靠软硬环境，全方位支撑高质量
发展；要从过去的发展定位中解
放出来，在新一轮的竞争格局中
紧抓机遇，在新动能、新要求下，
以精准的自我高定位引领高质
量发展；要从过去的发展能动
性、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切实
解决“不敢为、不会为、不想为”
的问题，激励干部鼓足干劲敢作
敢为，进一步实现思想大解放，
并将其转化为有力的物质能量，
推动发展高质量。

镇江市政府秘书长杭祝鸿
参加了当天的调研活动。

镇江市市长张叶飞率队来丹调研时要求——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发展高质量

本报讯（记者 蒋玉） 2 日
下午，市长黄春年带领发改经信
委、环保局、水务集团、农委等部
门负责人，现场督查访仙镇污水
管网施工进展、吕城镇涂料企业
整治情况、导墅镇畜禽养殖治理、
司徒镇树脂镜片企业整治等环保
问题整改工作。

访仙镇永丰河沿线污水管网
建设工程主要收集集镇区域和沿
线 24 家企业产生的生产和生活
污水，全部工程预计 8 月底结
束。督查中，黄春年要求全面排
查沿线排污情况、重点解决企业
排污问题，在赶工程、抓进度的同
时保证工程质量达标。

在吕城镇四达化工和安达涂
料，黄春年一行深入车间查看涂
料化工企业整治情况。四达化工
已于 2016年关停，但目前西侧厂
区仓库内仍然堆放着生产原材料
和产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
此，黄春年要求该企业坚决落实

“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
清设备、清场地），防止问题反弹
或死灰复燃，尽快完成生产成品、
原材料的清运转移。据悉，安达
涂料已经完成生产设备的拆除，
800平方米主车间厂房正在对外
招租。黄春年要求吕城镇及相关
部门释放闲置资源，盘活土地存
量，帮助关停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同时严把项目筛选关，加强管控、
及时对接，促进地方经济绿色发
展。（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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