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扎心灵的伤口
访仙中心小学 张岚萍

在一次主题为“生命”的社团活动
中，12个来自三到六年级的孩子围圈坐
着，最后一个环节是大家轮流谈谈见到
的生死画面。当一个四年级小男孩谈
到自己家小猫死了时，旁边一个三年级
女孩子也轻轻地说：“我家的一只小狗
上个星期被汽车轧死了。”话刚说完，她
就突然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我
走到她身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时，一个四年级的女生跑下位置，拿
来餐巾纸盒，抽出几张餐巾纸递给她，
然后又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小女孩一直哭，其他人开始有些措手不
及，我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并对其他
人说：“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等她一下

吗？”孩子们点点头，都安静地看着她。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轻轻地问她：

“需要大家等你吗？”她点点头。大约两
分钟，她抽噎着止住了哭声。

我问刚才那个拿纸巾的女生：“在
她哭的时候，你把纸巾递给她，你是怎
么想的？”

纸巾女生站起来，有点害羞地说：
“我想给她一点安慰，但又不知道怎么
说，就给她递了纸巾。”

我点点头，转而问其他孩子：“你们
有失去过宠物的经历吗？”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有！”
“我原来有只小猫走丢了，我很难

过，我天天看它的照片，后来慢慢也就

不那么难过了。”
“我家养过一只小泰迪，有一天也

是被车子压死了，好可怜哦。我三天都
没吃得下饭，后来，我妈妈又给我买了
一只小泰迪，这只小狗和原来那只一样
可爱，会表演立正，还会敬礼，可好玩
了。”

“我养过一只狗，生了病，妈妈带它
去了很多家宠物医院，都没治好，后来
它还是病死了。”

“我妈妈说，小狗去了一个没有病
痛的世界，它在那里会生活得很快乐。”

我对刚才哭泣的女孩说：“我们一
起来做一个深呼吸吧！”一段舒缓的轻
音乐响起，她伴着音乐做了一个深呼

吸。然后，我对她说：“之前那只小狗
与你相处的经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如果让你给这段经历起个标题，你
觉得用什么比较好？”她想了想说：“已
经失去的美好记忆。”“那么和我们今天
的‘生命’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
问。“生命存在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如果
不在了，也不要过度悲伤。”她回答。

我点点头，说：“说得很好。”
面对受到伤害的孩子，我用开放的

形式接纳了孩子的情绪，包扎了她的伤
口：给予孩子等待，接纳孩子情绪，接纳
之后再做梳理，让小团体相互启发，认
识自我，探索自我，比老师直接给出建
议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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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巷中心幼儿园专门成立了以青年教师
自主成长、相互砥砺为主题的教师专业成长
共同体——“青苗工作室”，我们精心播下“青
苗”，真诚期待花开……

袁老师是这次新招的老师中学历最低的
一个，其貌不扬，高中毕业，没有工作经验。
一次巡视孩子午睡，她值班，等孩子们都睡着
了，她就专心地边看笔记边捣弄电脑。我问
她在干什么，她腼腆地说：“上次培训的PPT制
作我很感兴趣，我想孩子们肯定也喜欢，我没
学过，只能笨鸟先飞，多练习练习……”一个
月后，在新教师“亮相”展示课上，袁老师让我
们刮目相看了，组织的绘本语言活动活泼有
趣，课堂效果非常好，而从头到尾用自制的
PPT演示，也是可爱极了。

陈老师是这次招聘教师中学历最高的，
江苏大学本科，温言软语，能说会道，很招人
喜欢。适应期过后，在“新教师个人规划”谈
心会上，我让老师们各抒己见，陈老师第一个
举手说：“原以为江大的本科生做个幼儿园老
师绰绰有余，真到了幼儿园一线工作后，才知
道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有多大。真心希望园长
能给我压担子，有压力才有动力，我不怕苦。”
幼儿园条线工作月反馈中，陈老师自知专业
能力薄弱，极力要求参加幼儿园的“青苗工作
室”，每天中午不休息，勤练美术基本功。她
家里还特意买了钢琴，自己找钢琴老师教。
在短短的一年中，她又自学考了学前教育教
师资格证。

姜老师原来是城区某民办园的“强将”，
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但经常会“嗓门高”，于
是，我有事无事就到她班级里“溜达”，时间一
长，她主动找我谈心：“原以为凭自己几年的
工作经验，到农村幼儿园工作不成问题，但这
段时间下来，我觉得自己没有优势，我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孩子们真正爱上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到了她的变化，我当初
的担心也慢慢变成了放心。

长期以来，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薄弱，青黄
不接问题十分严峻。我们的青苗工作室由全
园35岁以下青年教师自主报名参与，以学习、
培训、研讨、展示为一体，以项目化、小组化工
作为抓手，力争通过三至五年时间，让一大批
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提升后巷幼儿园整体凝
聚力与竞争力。

对一名新教师来说，如何快速有效地向
一名有真功夫的教师靠拢，在实践中慢慢形
成自己的“个性经验”，是一门学问。青苗工
作室其中一项抓手，便是大力开展师徒结对
互帮，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全面带动师徒双
方“教学相长，共同成长”。

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幼儿园管理没有固
定的模式，新教师队伍发展是一个现实而又
迫切的问题。很多教师并非科班出身，没有
值得骄傲的基本功，但我们给她们机会，给她
们平台，给她们信任和帮助，她们就会在幼教
天地里争相开放，迸发出花香。

班主任，是教师群体中一个特殊

的存在，既要负责自身学科的教学工

作，也要负责学生的德育教育，所以将

班主任比作班级的灵魂一点也不为

过。
教育家夏丏尊说：“教育之不能没

有爱，犹如池塘之不能没有水。”所以，

班主任对于一些问题较多的学生，

更应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

们，用宽容的心态去包容他

们。在我的班级中曾有一个

小学生痴迷于玩手机，放学

回家总是边写作业边用手

机看动画片，吃饭时也是这

样。父母如果不满足他，他

就发脾气。他的妈妈没有

办法，将此事告知我。我耐心和他进

行交谈，每天放学，我都会电话询问他

作业，晚餐食谱等等。我以不厌其烦

的关怀去感化他，最终功夫不负有心

人，学生逐渐发生了改变。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德

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更应

该通过不断的实践去践行，加深学生

对一些事物和思想的认知。比如，班

主任可以定期开展一些关于道德品质

建设的主题班会，同时注重内容的丰

富性，将“生态保护”“乐于助人”“孝敬

父母”等主题穿插起来进行。此外，还

可以将实践活动开展到校外，例如在

表达“孝敬父母”这一思想的时候，可

以给学生布置一个“为父母洗脚”的作

业……总而言之，德育工作，绝非一朝

一夕，需要班主任在工作中不断探索，

不断总结。

水墨画静物：释放儿童天性
中锋圈一圈，圈出一个小樱

桃；侧锋铺一铺，铺出一张青菜
叶；毛笔慢慢提起来，萝卜根须
拖出来；毛笔慢慢按下去，红红
辣椒画出来。蘸点墨，更深了，
调点水，变淡了……看，水墨画，
就是这么简单，水墨画，就是这
么惬意，比起水彩笔和油画棒的
小笔触慢慢涂抹，水墨画给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可粗可细的
毛笔随意挥就，可浓可淡的墨色
奇妙变幻，让孩子们的天性得到
了最大的释放！

水墨画山水：体会笔墨精神
这是什么山？是黄山，五岳

之尊的黄山。那是什么山？是
华山，天下第一险的华山。孩子
们用童真的眼睛，欣赏或精微古
雅、或浓厚雄强的国画山水，感

受古人眼中的山、心中的水，也
体味古人或清雅、或豪迈的情
怀，他们用稚嫩的笔墨，勾勒浓
淡墨痕、皴擦山石体积，又在干
笔淡墨之中，镶上酣畅淋漓的墨
块。那穿插有致的树木，分明与
古人拙味相投。

让水墨画带孩子们走进一
个更大更美的世界，发现每一个
中国人心中的独特山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
技术被广泛的运用到小学音乐教学
中，不仅拓展了小学音乐教学内容，
同时也丰富了小学音乐教学手段。

例如五年级的音乐课《森林狂想
曲》，在课前准备时，小学音乐教师可
通过上网搜集等方式得到相关资料，
将其制作成课件形式，然后在课堂上
借助播放课件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
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学生对
管弦乐器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也可
让他们通过上网查询的方式收集、
查找、整理有关管弦乐器的文字
和声音资料，使他们对管弦乐器
的起源、发展、风格、特点、代表作
品等知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和掌握，为学习这堂音乐课程打
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一年级教材《鸭子拌
嘴》这个乐曲中，通过对小鸭子们
相互争食、吵架拌嘴和互相嬉闹
等场景的描绘，使人们体会到了
一幅唯美的动感画卷。这堂音乐

课的重点是通过对音乐的收听欣赏、
创作编辑、学唱以及歌舞来深入体会
其中的音乐情趣和思想。在对该堂
音乐课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多媒体进
行辅助教学，使学生们能深刻感受到
音乐所呈现出的场景内涵，让学生的
情感与音乐作品进行自然的交流。

再如，要让孩子们感受国歌的庄
严内涵，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开国大
典》中的片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
席向全世界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此画面作为切入点，营造
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使孩子们油然
而生出一种爱国的激情，从而感受国
歌的庄严内涵……总之，在小学音乐
教学中要高度重视信
息技术运用，巧
妙激发学生对
音乐的浓厚兴
趣，从而达到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播下“青苗”，期待花开
后巷中心幼儿园 张丽华 荆霞

浅谈班主任德育工作浅谈班主任德育工作
麦溪中心小学 李娟娟

儿童水墨画教学随笔
实验小学 郭晓燕

音乐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初探
新区实验小学 钱莉

水墨画《家乡新貌》
实验小学六（6）班易翔

（指导老师：郭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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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者，以责为重，以生为
本。”这是班主任曹俊的教育信条。

2002年8月，曹俊正值韶华之
年，被分配到访仙中学初中部。初
登讲台，学校便要他教两个班的语
文同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对
于老教师来说尚不是一件轻松活，
更不用说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了，曹
俊陡然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不会备
课，借过老教师的备课本就一个字
一个字地抄写起来，把教学环节背
下来；不会上课，先听老教师的课，
然后在自己的课堂上模仿出来；不
会做班主任，多跑、多看、多问，多厚
着脸皮向老班主任请教……就这
样，一步一步，他渐渐站稳了讲台，
而这一站就是16年。

“教育是有温度的，只要辛勤付
出，才会得到丰收的喜悦。”曹俊常
常这样说，也日日这样做：每天早晨
他总是第一个跨进教室，督促学生
打扫卫生，上交作业，进行早读；每
个课间，他总会走进教室，走向学生
身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到中
午，学生的餐桌边总出现他的身影，
提醒孩子们要吃饱肚子，不要挑食；
每天放学，他总是等最后一个学生
走出校门才离开……16年来，只要
曹俊担任哪个班的班主任，哪个班
就异常优秀，不仅不会发生任何重
大违规违纪事件，在各类评比中亦
拿奖无数。2015年，学校安排曹俊
担任年级组长了，他的眉头更紧了：
以前只要关注三四十个学生，现在
却要关注150多个学生；以前只要
跟五六个老师打交道，现在却要和
二三十个老师协商解决问题……
1000多个日夜，他时时关注，刻刻自
省，常常斟酌，不敢有丝毫马虎懈
怠。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17年中
考中，访仙中学这一批孩子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学校也借此步
入了全市初中的第二方阵，曹俊由
此先后被评为丹阳市优秀班主任、
镇江市优秀班主任、丹阳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丹阳市德育学科带头人。

访仙中学语文班主任曹俊：

以责为重，
以生为本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教宣

1997年，司马美霞刚从学校
的音乐专业毕业，本可以进入小
学从教。当时横塘幼儿园的小、
中、大三个班级只有六名教师，急
需教师来从事保教工作，幼儿园
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进幼儿园。

“幼教也是教育，娃娃更要重视。”
这样想，司马美霞便应承了下来，
同时，年轻的她暗下决心：既然选
择了幼教，就一定要做个让孩子
喜欢、让家长放心的好老师。

“孩子高兴了，家长放心了，
辛苦不算什么。”21年来，司马美
霞既是老师，又是妈妈，同时又是
保姆和勤杂工。孩子年龄小，吃
喝拉撒要帮助，哭喊打闹要哄骗，
游戏活动要开展。司马美霞像一
个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她要强地
告诉记者：身为幼师首先要有责
任心，尽可能保护好孩子，保证他
们的安全；其次，要了解幼儿的性
格，善于从他们接受、信任的角度
帮助他们；对于幼儿园的集体工
作，她反而不会计较干多干少，比
如每年“六一”前夕，都是最忙的
时候，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和开支，
她就连夜连夜地自己设计、制作
演出服和道具……这些年，她早
就习惯了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
教育，把幼儿园的事当自己的事
去做。

“谁爱孩子，孩子就会爱她。”
有年小班开学，司马美霞发现了
一个叫真真的小女孩，不仅长相
特殊，行为更加特殊：上课时，歪
着脑袋一无所知；游戏时，呆坐一
旁从不参与；吃饭用手抓，午睡拼
命哭，大小便经常弄在身上……
经过了解，原来真真患有先天性
唐氏综合症！知道后的司马美霞
更怜爱这个孩子了：吃饭时，她手
把手教真真使用调羹，甚至一口
一口喂她；午睡时，她特意准备少
儿故事书哄孩子入睡；她把真真
的座位调到了靠办公桌最近的地
方，在小椅子上系了一根绳子连
着办公桌，只要真真想尿尿就轻
轻拉拉绳子，就能被及时带到卫
生间，而这根绳子用了整整两年
……现在，真真已经上小学了，有
次偶然在街上看见司马美霞，激
动地跑过来抱住老师，嘴里模糊
不清地一遍遍喊着“司马老师”。

“教育应该是真诚的，是要用
心灵来赢得心灵的。”司马美霞用
二十年青春让花期见证了成长
——如今，孩子爱她，家长信她，
同事敬她，社会赞她，她当之无愧

“最受欢迎老师”。

1992年5月的一天上午，实
验小学校长室接到《中国少年
报》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该校学
生周国华在全国性绘画比赛

“画画我的家乡美”中斩获一等
奖，该报社邀请学生和辅导老
师一齐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
加颁奖典礼。消息一出实小沸
腾了！这是学校历史上没有过
的喜事！之后，大家敲锣打鼓
欢送师生俩去了北京，丹阳电
视台对此还特别做了专访……
当年，获奖孩子周国华的辅导
老师便是张卫民。

周国华获奖那年，是张卫
民工作的第三年——对于一名
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来讲，学
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老师
自然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不
过，作为一名艺术类老师，张卫
名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教学
上他认真辅导学生，历年来，教
过学生的绘画作品在《中国少
年报》《中国儿童报》《少年日报》
《少年百科知识报》《关心下一代
周报》《丹阳日报》等各级各类报
刊杂志发表无数，在国内外绘
画比赛中获奖千余人次；他本
人亦积极深造积极创作，取得
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画
高级研修班研究生学历的同
时，其中国画《碧水绕村流》在
2017年江苏省第六届新人美术
作品展览中荣获佳作奖，中国
画《夜》被《中国教师报》登载，油
画《小蔡老师》《远去的风景》参
加了“2016丹阳市首届油画双
年展”，油画《城北旧景》在2017

年“印象曲阿”丹阳市第二届群
众美术书法大赛中获优秀奖
……硕果累累，张卫名却很谦
虚，他始终表示自己很“平
凡”——是啊，一个平凡的人，
一个“始终热爱”又“不断探索”
美术之路的不平凡教师：他辅
导过的很多学生如今也走上了
美术之路，学生戴骏玮考取了
中国美院，学生郭晓燕、蔡丹妮、
朱婕等人做了美术教师；他本
人在2011年被评为丹阳市“群
众满意教师标兵”，在2013年和
2017年被评为丹阳市教育局级
五星党员。

“老师，我不想上了！”这张纸条犹如
晴空霹雳，让班主任陈剑云焦急万分，她
立刻找到了这张纸条的主人——小惠。
原来，小惠的父母都务农，重男轻女思想
严重，认为女孩子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
考不考得上高中无所谓。陈剑云见多了
这样的问题，没法子，立刻家访吧。执着
的她每周去小惠家家访一次，汇报孩子一
周的学习情况和点滴进步。终于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孩子父母被打动了，认识到
了读书的重要性，也重新重视起了女儿
……最终，小慧十分争气地考上了城区高
中。在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学生抱着老师
哭了，她的父母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在农村，小慧这样的孩子不胜
枚举。陈剑云心疼他们的同时，会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孩子，更爱他们。她告诉学
生，有什么秘密、不满、要求，就用纸条和
她交流，一定尽力帮他们解决。她对农村
孩子的这片真心，也赢得了诸多农村家长
的醒悟和认可。学期结束时，她总会收到
了很多家长短信：陈老师，没有你，就没有
孩子的今天；陈老师，遇到你，是我们全家
人的幸运……“这样的情况我们习以为
常，却又无可奈何。”陈剑云告诉记者，且
不说农村孩子读书思想普及升学再造情
况严峻，近年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数量持续攀升，生源结构日趋复杂，农村
教师越来越缺乏成就感。

那么，多重压力之下，又该如何保证
教学质量呢？作为教务主任的陈剑云浅
浅一句：“身为骨干，率先垂范。”同组老师
生病请假，她便第一时间顶上他们的课
务；手上有寄宿班时，不论刮风下雨，她每
天总是6:30进校，晚上9:30离校；当十个
月的儿子烫伤住院时，她把每天的课调至
早上，课结束才去照顾孩子，第二天早上
待孩子交托家人立刻又乘车回来上课；
她努力发现其他教师的闪光点，为他
们牵头组织各种展示平台，开展了名
师讲座、教研沙龙、教师论坛、同课异
构、师徒结对、导师工作室、教师大讲堂
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一批批
青年教师从农村脱颖而出，务农务工子女
的学习也可以和城区孩子强势比拼，学校
发展日渐受到群众及社会的认可！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
开”，这些年，陈剑云先后被评为镇江市教
学骨干、镇江市优秀班主任、镇江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对这些她只淡然一笑——转
而又默默守望着这片希望的田野，思考着
如何才能为农村孩子多撑起一些天空
……

横塘幼儿园全能幼师司马美霞：

用心灵赢得心灵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教宣

实验小学美术骨干张卫民：

平凡之路
不平凡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江志伟

界牌中学教务主任陈剑云：

默默守望
“希望的田野”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教宣

“为人师者，以责为重，以生为
本。”这是班主任曹俊的教育信条。

2002年8月，曹俊正值韶华之
年，被分配到访仙中学初中部。初
登讲台，学校便要他教两个班的语
文同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对
于老教师来说尚不是一件轻松活，
更不用说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了，曹
俊陡然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不会备
课，借过老教师的备课本就一个字
一个字地抄写起来，把教学环节背
下来；不会上课，先听老教师的课，
然后在自己的课堂上模仿出来；不
会做班主任，多跑、多看、多问，厚着
脸皮向老班主任请教……就这样，
一步一步，他渐渐站稳了讲台，而这
一站就是16年。

“教育是有温度的，只要辛勤付
出，才会得到丰收的喜悦。”曹俊常
常这样说，也日日这样做：每天早晨
他总是第一个跨进教室，督促学生
打扫卫生，上交作业，进行早读；每
个课间，他总会走进教室，走向学生
身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到中
午，学生的餐桌边总出现他的身影，
提醒孩子们要吃饱肚子，不要挑食；
每天放学，他总是等最后一个学生
走出校门才离开……16年来，只要
曹俊担任哪个班的班主任，哪个班
就异常优秀，不仅不会发生任何重
大违规违纪事件，在各类评比中亦
拿奖无数。2015年，学校安排曹俊
担任年级组长了，他的眉头更紧了：
以前只要关注三四十个学生，现在
却要关注150多个学生；以前只要
跟五六个老师打交道，现在却要和
二三十个老师协商解决问题……
1000多个日夜，他时时关注，刻刻自
省，常常斟酌，不敢有丝毫马虎懈
怠。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17年中
考中，访仙中学这一批孩子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学校也借此步
入了全市初中的第二方阵，曹俊由
此先后被评为丹阳市优秀班主任、
镇江市优秀班主任、丹阳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丹阳市德育学科带头人。

访仙中学语文班主任曹俊：

以责为重，
以生为本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教宣

1997年，司马美霞刚从学校
的音乐专业毕业，本可以进入小
学从教。当时横塘幼儿园的小、
中、大三个班级只有六名教师，急
需教师来从事保教工作，幼儿园
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进幼儿园。

“幼教也是教育，娃娃更要重视。”
这样想，司马美霞便应承了下来，
同时，年轻的她暗下决心：既然选
择了幼教，就一定要做个让孩子
喜欢、让家长放心的好老师。

“孩子高兴了，家长放心了，
辛苦不算什么。”21年来，司马美
霞既是老师，又是妈妈，同时又是
保姆和勤杂工。孩子年龄小，吃
喝拉撒要帮助，哭喊打闹要哄骗，
游戏活动要开展。司马美霞像一
个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她要强地
告诉记者：身为幼师首先要有责
任心，尽可能保护好孩子，保证他
们的安全；其次，要了解幼儿的性
格，善于从他们接受、信任的角度
帮助他们；对于幼儿园的集体工
作，她反而不会计较干多干少，比
如每年“六一”前夕，都是最忙的
时候，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和开支，
她就连夜连夜地自己设计、制作
演出服和道具……这些年，她早
就习惯了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
教育，把幼儿园的事当自己的事
去做。

“谁爱孩子，孩子就会爱她。”
有年小班开学，司马美霞发现了
一个叫真真的小女孩，不仅长相
特殊，行为更加特殊：上课时，歪
着脑袋一无所知；游戏时，呆坐一
旁从不参与；吃饭用手抓，午睡拼
命哭，大小便经常弄在身上……
经过了解，原来真真患有先天性
唐氏综合症！知道后的司马美霞
更怜爱这个孩子了：吃饭时，她手
把手教真真使用调羹，甚至一口
一口喂她；午睡时，她特意准备少
儿故事书哄孩子入睡；她把真真
的座位调到了靠办公桌最近的地
方，在小椅子上系了一根绳子连
着办公桌，只要真真想尿尿就轻
轻拉拉绳子，就能被及时带到卫
生间，而这根绳子用了整整两年
……现在，真真已经上小学了，有
次偶然在街上看见司马美霞，激
动地跑过来抱住老师，嘴里模糊
不清地一遍遍喊着“司马老师”。

“教育应该是真诚的，是要用
心灵来赢得心灵的。”司马美霞用
二十年青春让花期见证了成长
——如今，孩子爱她，家长信她，
同事敬她，社会赞她，她当之无愧

“最受欢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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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不
过，作为一名艺术类老师，张卫
名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教学
上他认真辅导学生，历年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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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积极深造积极创作，取得
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画
高级研修班研究生学历的同
时，其中国画《碧水绕村流》在
2017年江苏省第六届新人美术
作品展览中荣获佳作奖，中国
画《夜》被《中国教师报》登载，油
画《小蔡老师》《远去的风景》参
加了“2016丹阳市首届油画双
年展”，油画《城北旧景》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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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他始终表示自己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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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始终热爱”又“不断探索”
美术之路的不平凡教师：他辅
导过的很多学生如今也走上了
美术之路，学生戴骏玮考取了
中国美院，学生郭晓燕、蔡丹妮、
朱婕等人做了美术教师；他本
人在2011年被评为丹阳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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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找到了这张纸条的主人——小惠。
原来，小惠的父母都务农，重男轻女思想
严重，认为女孩子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
考不考得上高中无所谓。陈剑云见多了
这样的问题，没法子，立刻家访吧。执着
的她每周去小惠家家访一次，汇报孩子一
周的学习情况和点滴进步。终于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孩子父母被打动了，认识到
了读书的重要性，也重新重视起了女儿
……最终，小慧十分争气地考上了城区高
中。在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学生抱着老师
哭了，她的父母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在农村，小慧这样的孩子不胜
枚举。陈剑云心疼他们的同时，会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孩子，更爱他们。她告诉学
生，有什么秘密、不满、要求，就用纸条和
她交流，一定尽力帮他们解决。她对农村
孩子的这片真心，也赢得了诸多农村家长
的醒悟和认可。学期结束时，她总会收到
了很多家长短信：陈老师，没有你，就没有
孩子的今天；陈老师，遇到你，是我们全家
人的幸运……“这样的情况我们习以为
常，却又无可奈何。”陈剑云告诉记者，且
不说农村孩子读书思想普及升学再造情
况严峻，近年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数量持续攀升，生源结构日趋复杂，农村
教师越来越缺乏成就感。

那么，多重压力之下，又该如何保证
教学质量呢？作为教务主任的陈剑云浅
浅一句：“身为骨干，率先垂范。”同组老师
生病请假，她便第一时间顶上他们的课
务；手上有寄宿班时，不论刮风下雨，她每
天总是6:30进校，晚上9:30离校；当十个
月的儿子烫伤住院时，她把每天的课调至
早上，课结束才去照顾孩子，第二天早上
待孩子交托家人立刻又乘车回来上课；
她努力发现其他教师的闪光点，为他
们牵头组织各种展示平台，开展了名
师讲座、教研沙龙、教师论坛、同课异
构、师徒结对、导师工作室、教师大讲堂
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一批批
青年教师从农村脱颖而出，务农务工子女
的学习也可以和城区孩子强势比拼，学校
发展日渐受到群众及社会的认可！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
开”，这些年，陈剑云先后被评为镇江市教
学骨干、镇江市优秀班主任、镇江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对这些她只淡然一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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