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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立？
立身为先，立德为魂，立

“质”为本。记者了解到，培训
中来自丹阳市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作了名为《肺部结节的是
与非》讲座，多组病例让老师们
认识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健康为根基，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教育教学；南京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长傅宏教授以《以
儿童为中心的学校心理教育》
为主题，用具体数据与鲜活实
例，让园丁们感同身受大受启
发；一场《中高考形势对小学教
育的启示》报告，使小学老师感
受到了“阅读”的“功德无量”，
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
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
读品味等等依然“任重而道
远”。

何谓守？
守住心境，守住原则，守住

“本质”。培训期间，在实验小
学校长蒋红军带领下，全体实
小人赴罗墅湾参观了新泉股份
公司并聆听新泉股份公司创始
人唐敖齐的感人事迹——从放
牛娃到全国劳模，这位 70多岁
的慈祥老人，用自己攻坚克难
的传奇经历与不忘初心的精神
面貌深深震撼与激励着老师们

……“干一行、爱一行，不畏繁
琐，不畏浮躁。”唐老对园丁们
如是说。“没错。既然选择了教
师这个职业，就要爱自己的选
择。守住心境，知足、感恩；守
住准则，珍惜当下。”一位参加
培训的老师悟道。

何谓行？
行是一抹姿态，亦是一种

能力，更是一份收获。几场有
意义的巡礼后，参与老师最后
纷纷发出“幸福生活是靠奋斗
得来的”“一干到底，一专到底”

“精益求精敬业，脚踏实地工
作”“经常微笑，积极行动”等肺
腑感言：

唐爱莲(德育处副主任)内
容丰富，形式新颖，立足教改前
端，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时
更关心教师的身心健康，颇受
广大老师喜爱！

赵霞（高年级语文老师）针
对我们老师的职业特点，请人
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做的讲座非
常好，接地气，有利于我们的身
心健康，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奉
献自己的力量。

蒋亚萍（高年级班主任）走
出校门，贴近生活，老师们轻松
而有感触。

刘玲（新教师）经过暑期的

学习，我深刻体悟到钻研教材、
研究儿童的重要性，我希望在
认真钻研后的课堂，讲台前站
着的，是让孩子乐于倾听的老
师；讲台下坐着的，是让老师有
教育冲动的学生。课堂里每一
刻都有让老师和孩子期待的事
情发生。

张卫民（美术老师）教师要
重视再学习，只有不断更新自
己才能紧跟教育步伐。学校为
我们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培训学习机会，为学校点赞。

陈婷（高年级英语老师）本
次培训使我受益匪浅，培训内
容给我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帮

助，特别是从理论引领到精彩
的实践指导，使我更深刻更透
彻地理解了教育。

高文彬（五年级备课组长）
今年的教师培训接地气：从关
心教师的身心健康，到引导教
师关心孩子的身心发展；从引
导教师亲身感悟劳模的可敬，
到指引我们关注怎样学劳模、
给孩子指路。很真实，让教师
从以往的被要求，到自主要求，
效果显著！

孙惠芳（低年级数学老师）
我印象最深的是赴新泉公司参
观学习。全国劳模唐敖齐淳朴
真挚的报告，深深地感动了
我。唐总身上那种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真诚正直，团结

拼搏；苦中作乐；感恩一切的品
质，令人非常佩服！跳出教育
这个圈，来到企业这个圈，貌似
不搭界，其实各行各业的精神
是相通的！

王芬（二年级年级组长）暑
假培训内容安排丰富，贴近教
学实际。有专家的理论指导，
有来自一线的优秀教师教学实
录观摩，觉得更具实践指导性，
能引发老师思考。挺好的！

李志芳（音乐教研组长）今
年的暑期培训内容很丰富，更
加贴切老师的需求，不仅学习
了业务知识，而且走进企业，了
解企业文化，拓宽了眼界，还进
行了身心健康方面的讲座，受
到老师们的欢迎！

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从工作到生活至人生……

老师们实实在在感知着“立、守、行”

从身体到心理从身体到心理，，从工作至人生……从工作至人生……

新学年新学年，，老师们说老师们说：：
我们我们““立立、、守守、、行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吴张吴 通讯员通讯员 徐留军徐留军 尹明旨尹明旨

又是一个新学年，又
是一年教师节。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对于学生而言，
老师传授他们知识，培养
他们能力，促进他们全面
发展；对于家长而言，老师
让他们燃起信心和希望之
光，给予他们积极与热情
的能量，将自己的孩子交
付于老师，道一句“老师您
辛苦了”无疑是交付了自
己莫大的信任……当这些
外在的期许、内在的动力
幻化为一股磁场，将我们
的老师托举至那三尺讲
台，饱满激情亦肩负重担
的他们却只是抬起盈盈眼
眸，浅吟一句“教而时习

之，行而知天下”。
是啊！我们的老师，

何尝不是在这重重叠叠的
能量场中，一夜夜反思，一
遍遍实践，一次次提升
——不论身处何方何年，
老师们岂不也是想以更优
的内涵、思想与姿态投入
到年复一年的“桃李芬芳”
之中——这不！新学年开
学之际，教师节来临前夕，
实验小学及其集团其他三
所学校（蒋墅、里庄、前
艾），加上新桥中心校共计
400余人，共同参加了一场
特别针对教育教学中亟待
解决问题谓之“干货满满”
的“五校联盟培训会”。

参加学习

听课取经
老师们纷纷表示老师们纷纷表示：：这个教师节充实又圆满这个教师节充实又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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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有一个国
王他非常好王他非常好,,，，待人十分友善待人十分友善。。
许多国王前来与他的国家建立许多国王前来与他的国家建立
友好的关系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的国家十所以他的国家十
分昌盛分昌盛。。他的王子就觉得奇他的王子就觉得奇
怪怪，，忙向他讨要秘诀忙向他讨要秘诀，，国王听了国王听了
说说：：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只要你在说话的只要你在说话的
时候微笑就可以了时候微笑就可以了。。王子听王子听
了了，，更加不解了更加不解了。。不就是微笑不就是微笑
嘛嘛，，谁都可以啊谁都可以啊！！国王看出了国王看出了

他的不解他的不解，，便笑着便笑着
……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把
我的思绪带回到我的思绪带回到

那年的秋天那年的秋天。。
那个新那个新

学期学期，，带了新带了新
班班 ，，第 一 节第 一 节
课课，，我走到教我走到教
室门口室门口，，听见听见

一阵阵吵闹声从教室传来一阵阵吵闹声从教室传来，，我我
不禁皱紧了眉头不禁皱紧了眉头：：这是什么样这是什么样
的学生啊的学生啊，，刚开学就刚开学就这么闹这么闹！！
心中不由泛起丝许不悦心中不由泛起丝许不悦，，于是于是
我停了下来我停了下来，，从门口悄悄地观从门口悄悄地观
察附近的几个学生察附近的几个学生。。窃窃私窃窃私
语声传入了我的耳朵语声传入了我的耳朵：“：“新老新老
师肯定要发火了师肯定要发火了，，我们还是停我们还是停
下来吧下来吧！”“！”“没事的没事的，，其他老师其他老师
不 也 是 拿 我 们 没 有 办 法不 也 是 拿 我 们 没 有 办 法
吗吗？”？”…………

我把自己的衣服稍微整我把自己的衣服稍微整
理了一下理了一下，，然后轻快地走上了然后轻快地走上了
讲台讲台。。当时当时，，我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只只
是静静地看着台下的那些小是静静地看着台下的那些小
脑袋脑袋。。他们渐渐地停下来他们渐渐地停下来，，一一
双双黑眼睛开始集中到我的双双黑眼睛开始集中到我的
身上身上。。我微微笑了我微微笑了：“：“你们真你们真
的很聪明的很聪明，，懂得如何让老师开懂得如何让老师开
心心！”！”他们的眼睛全瞪大了他们的眼睛全瞪大了。。
我继续说道我继续说道：“：“我最喜欢的孩我最喜欢的孩
子是和我一样子是和我一样，，能够把自己的能够把自己的
微笑带给别人微笑带给别人！！现在都笑一现在都笑一

笑笑！”！”当时全班你看我当时全班你看我，，我看我看
你你，，没有几个孩子敢笑没有几个孩子敢笑。。看着看着
他们那副紧张的样子他们那副紧张的样子，，我再也我再也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自己先大笑起来自己先大笑起来，，
孩子们看到我开怀大笑的样孩子们看到我开怀大笑的样
子子，，一个个都松了口气一个个都松了口气，，全笑全笑
了了。。

11..站上讲台站上讲台，，我就是语我就是语
文文。。

““老师笑着看学生老师笑着看学生，，学生学生
就会笑着看就会笑着看老师老师；；只有笑着看只有笑着看
学生学生，，才会有幽默的心境才会有幽默的心境。”。”于于
永正老师这么说永正老师这么说。。课堂上能带课堂上能带
着笑容面对学生着笑容面对学生，，能以幽默的能以幽默的
语言语言、、从容的心态来与学生对从容的心态来与学生对
话话，，能以自己积极的情绪能以自己积极的情绪、、快乐快乐
的感受影响学生的感受影响学生，，这既可以促这既可以促
进师生关系的融合进师生关系的融合，，提升教学提升教学
的效果的效果，，也可以让教师自己释也可以让教师自己释
放放，，把教学当作一种享受的过把教学当作一种享受的过
程程。。记得华应龙老师说过记得华应龙老师说过：“：“站站
上讲台上讲台，，我就是语文我就是语文。”。”那么那么，，由由
教师释放的语文教师释放的语文，，一定是轻松一定是轻松

的的、、清新的清新的，，是与生命静静相是与生命静静相
融融、、悄悄对接的……让学生在悄悄对接的……让学生在
课堂上自由地笑课堂上自由地笑，，首先源自教首先源自教
师内心的师内心的““笑笑”，”，源自教师放下源自教师放下
架子架子，，蹲下身子蹲下身子，，与孩子真与孩子真诚地诚地
对话对话，，平等地互动平等地互动。。

22..期待精彩期待精彩，，我享受平我享受平
常常。。

老师能否做到每天能微老师能否做到每天能微
笑面对学生笑面对学生？？我每天会在上我每天会在上
课预备铃响起之前课预备铃响起之前，，早早地站早早地站
在教室门口候课在教室门口候课，，面带微笑注面带微笑注
视着孩子们视着孩子们，，哪个孩子没有做哪个孩子没有做
好课前准备好课前准备，，我会用眼神我会用眼神提醒提醒
他他。。除了每节课除了每节课4040分钟的相分钟的相
遇遇，，在作业中与孩子们交流也在作业中与孩子们交流也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孩子们孩子们
的作业书写漂亮又正确时的作业书写漂亮又正确时，，我我
会在等地上加一颗星会在等地上加一颗星，，特别优特别优
秀时再画上一只蝴蝶秀时再画上一只蝴蝶，，让自己让自己
和孩子都有好心情和孩子都有好心情。。课堂上我课堂上我
最愿意留更多的时间最愿意留更多的时间，，成就孩成就孩
子们的精彩子们的精彩。。

33..真情实意真情实意，，我不断充盈我不断充盈。。

我一直以为我一直以为，，当教师是一当教师是一
项修行项修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深深地体会到：：笑笑，，
不是硬从嘴角里挤出来的不是硬从嘴角里挤出来的，，微微
笑的背后需要我们有宽容的品笑的背后需要我们有宽容的品
格格，，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豁达的气度豁达的气度，，
丰富的知识丰富的知识，，诙谐的谈吐以及诙谐的谈吐以及
端正的教育思想作支柱端正的教育思想作支柱。。微笑微笑
不为别的不为别的，，而为我们自己而为我们自己、、自信自信
和孩子的明天和孩子的明天；；微笑不是别的微笑不是别的，，
而是老师的美德而是老师的美德、、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
的结晶的结晶。。要达到这种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我我
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啊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啊。。

在我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有苦有乐，有感受也有困惑，其中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多一
份耐心，多一份宽容，你会收获很多。

一次，我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当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时，我发现他的同桌正低着头，
瞧他的神态，心思早飞到九霄云外。顿时，我的内心深处涌起一丝不满，决定借此机会

“杀鸡儆猴”。于是，我放慢讲话速度，慢慢走到他的身边。全班同学都明显感觉到我的
变化，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了。这个同学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看到我就站在
自己的身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立即请他重复一下我的问题。他抬起头环顾四周，
然后扭扭身子，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低头看了看书，又抬头看了看我，课堂上出现了短暂
的沉默。很明显，他不知我们讲到哪题了。我耐住性子说：“请你把题目读一遍。”他脸涨
得通红，牙齿咬住嘴唇低下了头沉默不语，周围也响起了窃窃私语声。我暗自提醒自己：
耐心！“那你刚才在干什么？”我拼命压住心底的怒火，“你能把题目读一遍吗？”我知道，我
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快说呀……”旁边的同学悄悄提醒他。可他抬了一下头，看了看我，
又低下了头。最后，我以“坐下吧，下课自己好好想想！”结束了这段“对峙”。下课后，他
主动找我承认了错误。此后，他上课听讲明显认真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看来教育孩
子更需要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呐！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严华银认为：天下阅读，读行天下。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
展、对于一个人素质素养的提升作用巨大，我们透过作者智慧的文字，常能体悟到不一样
的感动。

有一次宝宝买了贴纸并给自己贴一个贴花，我奇怪地问：“为什么在你的额头贴一个
贴花呀？”宝宝说：“张老师好高兴。”；正准备上一节公开课，发现身边的老师有的陪你磨
课，有的为你准备教具，有的帮你做课件的特效；突然下雨，朋友递过来一把伞；因为工作
稍晚了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妈妈的爱心电话如约而至……不论是无邪的童真，抑或是一种
帮助，一种惦记，一种关心，一种爱，这些都不该被忽略，应当被铭记心里。因为，这是一种
感动，是一种唤醒我们因为简单平淡的生活渐渐麻木了神经的感动，是让我们善感的心重
新被激动和勃发的感动。

感动对我而言，是一种经历情感落差的灵魂洗涤，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感恩的心，感
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一次次的感动，都成为我精神的阳光，温暖着我的心，
推动着我努力前进。

““笑一笑笑一笑！”！”

体育生出路之我见
新桥中学 何光周

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快乐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感动的力量
南门幼儿园 欧阳春辉

———浅谈教育教学—浅谈教育教学中的中的心灵心灵微笑微笑
蒋墅中心小学蒋墅中心小学 高腊凤高腊凤

对于体育教师来说抓好学校运动队训练，带出一支
有特色的运动队伍，形成学校特色品牌显得尤为重要。

在学校业余运动训练中，我们体育老师和运动员一
道摸爬滚打，可以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们把自
己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训练学校田径队上。

解除后顾之忧

遇到有些体育好苗子，由于家长的顾虑重重，不希望
自己的子女参加业余体育训练，怕影响学习成绩。我便
不厌其烦地多次到学生家里去家访，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终于感动、说服了学生、家长。我们聘请学校优秀学
科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为运动员补习因训练落下的文化
课，多年来，我校运动员大都是三好学生或文明学生。

加强后勤保障

为了解决运动员吃不到热菜饭，学校食堂师傅宁肯
晚一点下班，将饭菜保温；为了解决运动员洗澡难得问
题，学校在原有浴室的基础上又专门增加了两个浴室，为
运动员专用，这一切大大地为运动员增强了后勤保障，让
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训练当中。

体教融合谋出路

为了解决体育生的毕业出路，我们同高一级学校建
立了人才输送渠道。每年我校都有大批体育生考取了重
点院校，有的还被体育院校特招。像现在新桥中心校的
体育教师王梦蓓、新桥中学体育教师魏洋都是从新桥中
学毕业后考取高等院校后又回到母校奉献他们的青春，
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