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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静 静 地 站 在 教 室 门
口，朝阳的霞光透过洁净的玻
璃窗温柔地抚摸着一张张稚嫩
的脸庞，语文张老师正指导他
们有节奏地朗朗诵读着，这就
是我当年带的五年级 2班的孩
子们。我像往常一样，用目光
一个一个地和他们打过招呼：
王媛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精
神很好；李小刚嘴巴都是油，
看样子今天的早饭又是在街边
吃的油条饼子；李丹阳还在打
哈欠，几天早晨都这样无精打
采的，需要和他父母沟通一下
晚上休息时间了……王曼清同
学，怎么伏着身子趴在课桌
上？这孩子平时学习马马虎
虎，做事丢三落四的，很不定
心呀。

我默默地把学生的状况
记在心里，缺课的要上报，请
假的要记载，特殊情况老师要
询问，因为大部分学生是不会
把自己的情况主动向老师汇报
的。晨会课，我依照惯例回顾

昨天学习表现，说
说今天晨读状况，

随即问王曼清：“早上读书
时，你趴在位置上，是身体不
舒服吗？” 她点点头，说现在
已经好多了。第二天早上当我
去教室观察时，又看到她没精
打采的样子，下课也不出去玩
了，孩子是最单纯的，看样子
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心事重
重呀！

我把她带到办公室，让
她在我旁边坐下，亲切地问：

“曼清，你这两天心情很不
好，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曼清犹豫了一下，看
我一直望着她，才期期艾艾的
张口：“我妈被车撞了，腿断
了，不能做事了。”她越说越
伤心，眼睛里已经满含泪水，

“我妈在家一直骂我……”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

王曼清爸爸在外地打工，家里
家外全靠她妈妈一人支撑，妈
妈的腿要是废了……我着急起
来，忙问：“你妈妈的腿，医
生怎么说？能治好吗？”

王曼清抽噎着说：“能治
好的，就是要好几个月才能完
全恢复。”

哦……我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吓死我了，

当时妈妈受伤你也被吓到了
吧！”我拍拍她的肩膀，“没关
系，妈妈的腿会好起来的，就
是你妈妈和你都要受点苦
了。”孩子有点疑惑，我告诉
她：“妈妈动手术，用刀割开
肉正骨，很痛；妈妈不能干
活，家里你要多干点活，扫
地，烧晚饭，倒水，擦脚，你
会做吗？”

王曼清想了想：“有的会
做，有的不会。”

“不会没关系，只要你
去做，边做边问你妈，她会教
你的。”我认真地提醒她，“妈
妈腿很痛，心情不好，妈妈性
子急，会骂你，你也不要生
气，多安慰安慰她，过几天就
好了。”

经过我的开导，王曼清
的表情慢慢鲜亮了起来，最后
离开时，她还笑呵呵地告诉
我：“钱老师，不要为我担
心，我爸爸过两天就请假回来
了。”

几 天 后 ， 那 个 有 点 调
皮、有点马虎的王曼清好像复
苏了，下课又开始疯跑起来，
我把她带到办公室里，问她妈
妈的腿伤如何，她告诉我她爸

爸已经回来了，妈妈的腿好多
了，心情也好了，不再骂她
了。

我话题一转，认真地看
着她的眼睛，问：“你家爸爸
妈妈这次遭遇了困难，人受了
伤，钱也少挣了，真是一件不
幸的事。那你想一想，你能给
爸爸妈妈带来什么快乐吗？”

她想了想，说：“我帮他
们扫地、择菜。”

“不错，还有呢？”“爸
爸妈妈对你最大的希望是什
么？再想一想。”

“ 期 中 考 试 考 出 好 成
绩。”

“爸爸妈妈爱你，照顾
你，而你若能实现爸爸妈妈的
期望，这才是最大的孝顺。”
我语重心长，孩子若有所
思。

……
一个月后，期中考试成

绩出来了，家长会按时召开，
王曼清妈妈拄着拐来了，家长
们都准时坐在教室里翻看孩子
的作业和考卷。

“各位尊敬的家长……”
家长会开始了，我介绍了班级
的情况，表扬了在这半学期学

习表现优秀和进步的学生，特
地和家长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
事，“……王曼清最后告诉老
师的是——我要努力，考出好
成绩，送给妈妈一个惊喜。她
做到了，本来数学成绩平平的
她，这几个星期听课特别认
真，一有问题就来问，期中考
试取得了唯一的一个 100 分，
这是连老师都始料未及的，语
文和英语也都有明显的进步。
从王曼清孩子的身上，我看到
了孝心无价，也看到了每一个
孩子的潜力无穷……”王曼清
妈妈早已泪流满面，那一刻妈
妈所有的辛苦都得到了安
慰。

之后的故事大家不用猜
也知道了——王曼清妈妈一直
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班级有什
么活动她总是第一个就跑来帮
忙。她说，是我改变了她的孩
子。我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并
没有做多少事，只是付出了一
点细心、爱心和耐心，却获得
了许多许多。

静静是我们班的一个特殊
学生，她特殊在天生属于弱智
残障，老师讲的东西，她前脚
听，后脚就忘，今天教了她怎么
做题，明天还是不会做。她不
仅不能大小便自理，上课的时
候还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扰
乱其他人上课；下课还会奔跑
嚎叫令人侧目。

但她的身世又十分可怜。
全家人知道她母亲婚前隐瞒患
有天生智力残疾，便将她母亲
赶出了家门；父亲是一个小区
的保安，收入有限，知识也有
限，对这样特殊的孩子，不仅不
进行有效的管教，反而是拳脚
相加。由于父母的缺失，爷爷
奶奶对她全权进行管理，可是
爷爷奶奶都已经超过 70岁了，
奶奶还经常身体不好而住院开
刀，爷爷不管孩子行为如何，只

一味地溺爱着孩子……在这样
一种复杂的家庭情况下，缺乏
教育的特殊孩子，渐渐地成为
了边缘人，没有朋友，也不善于
交际，知识也听不懂，作业也不
会。最令人头疼的是她控制不
了自己的情绪，把同学和自己
的学习用品从楼上往下扔，甚
至还天天喊着要跳楼……

任课老师头疼不已，上课
也时常被她的任意妄为而中
断，同学们也苦恼不已，上课常
常被她骚扰，课间学习用品也
经常被她拿走，上厕所也经常
被她关在厕所外面……作为班
主任，必须要拿出一套措施来
了。

由于记性不好，静静常常
不知道教室在哪里，所以，我特
意让几个优秀的孩子轮流着时
时刻刻地陪伴她，下课陪她去
上厕所，上教室以外的课都由
孩子带领她去，以免在路上走
失或者造成危险。

同学们和她相处久了，自
然有一些调皮的孩子会捉弄
她，比如说，会在水桶里面挤上
白色的颜料，告诉她这是牛奶，
让她喝；她没有什么是非观，只
要自己喜欢的东西她就会拿

走，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有些
调皮的孩子，甚至会故意拿出
一样自己的物品放进她的柜子
里，然后再去告诉老师，让老师
来批评她……老师会对错误行
为进行批评和教育，然而她呢，
却屡教不改，甚至会触怒其他
学生及他们的家长。这个时
候，作为班主任，要出来告诉这
些孩子，她和你们不一样，她的
能力没有你们强，她没有你们
懂事，但是她从来不打架不骂
人，看在她比较特别的份上，多
去原谅她，多去理解她，尽量不
要和她去计较。大部分同学慢
慢地都表示了理解、宽容。另
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与管教孩
子的奶奶联系，让奶奶进行配
合教育，甚至联系学校德育处，
辅助指正。渐渐地，静静和同
学们的冲突少了很多，日常行
为可以正常地开展了。

在学习上，老师
们 不 可 能 把

她当成正常的孩子去进行教
学，只要她在上课的时候，不去
影响其他人，能安静地坐在位
置上，老师们会给她另外布置
一些抄写阅读这样的作业，也
保证了对其他学生开展常规教
学。

一学期下来，静静在生活
和 行 为 上 都 有 了 很 大 的 进
步。

特殊学生之所以特殊，是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
会遇到各种难以适应的困
难，而成为所谓的“特殊学
生”。陶行知先生说过：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
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
讥笑里有爱迪生。”
时时刻刻提醒

自己，用特别的爱去体会学生，
用特别的爱去体谅学生。教育
是心灵的艺术，让我们的教育
充满人文关怀，让我们的教育
留下故事，愿特殊的学生不再
特殊。

给你一份支持，还我一个奇迹
折柳中心小学 钱金花

特别的关怀给特别的你
华南实验学校 李宁

2019年9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李傲辰 组版：殷霞 校对：张芳

版01

Education Weekly

丹阳市教育局 丹阳日报社联合主办

DANYANG DAILY

扫一扫，
关注丹阳日报教育周刊

教育热点育热点
《教育周刊》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联系电话：15896391166

重新出发、继续奋斗，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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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高三
工作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明
慧） 9月 5日下午，市高三工
作会议在教师发展中心召
开，市领导金夕龙、刘宏程
参会。

金夕龙代表市委市政府
充分肯定了我市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并对今年高考取得
优异成绩表示了祝贺。金夕
龙希望全体高三教师能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肩负培养
人才的光荣任务，坚持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的教育理
念；进一步加强学习，向反
思型、学习型和研究型人才
转变，并与教学实践相结
合，有效提升教学质量；进
一步推进改革，抓住宝贵的
变革机遇，主动适应改革要
求；进一步明确目标，坚定
信心，提升精气神，按照计
划，细化措施，有序推进，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刘宏程则向全体教师送
上了教师节问候。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
代表教育局感谢市委市政府
对教育的重视支持，感谢高
三教师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
献。张文华强调，高三工作
要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教
学研究、加强优秀生培养、
加强考试分析和加强后勤保
障等五个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同时他希望全体教师能
鼓足干劲，重新出发，不断
提升教学质量，在 2020 年高
考中能再创新的辉煌。

会议还对 2019 届高考作
了全面的质量分析，对 2020
年高考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省丹中、吕叔湘中学、
第五中学、第六中学相关代
表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上还对 2018~2019学年
度“丹阳市高三优秀备课
组”“丹阳市高三工作先进个
人”“高三学科奖”进行了表
彰。

市委书记黄春年
一行到实小视察
慰问

本报讯 （通讯员 实小
宣） 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市委书记黄春年一行在教
育局局长张文华陪同下来到实
验小学视察并亲切慰问了教职
员工。

黄春年一行视察了校园环
境，听取了实验小学校长蒋红
军关于学校办学规模、布局及
学生学习、活动等情况介绍。
黄春年对实验小学悠久的历史
文化、丰厚的办学底蕴给予了
赞许，对实小近几年克服重重
困难，坚持教育改革创新，重
视学校内涵发展，增强学校竞
争力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黄春年也对实验
小学目前面临空间布局的诸多
局限，如何优化教育配置，科
学合理地规划布局给予了充分
的关切和指导，并对实验小学
作为丹阳教育的龙头学校、示
范学校，要继续走在教育的前
沿，引领丹阳教育再创辉煌提
出了殷切的希望。

丹北镇举行教师
节庆祝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曹东明）
9月9日下午，丹北镇举行第35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市委常
委、丹北镇党委书记周东明，
市教育局以及丹北镇相关党政
领导、各村（居）书记、教师
代表和部分市、镇两级人大代
表参加了庆祝大会。

大会首先对 2019 年“奖
教基金”优秀团队和优秀个人
进行了表彰奖励。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丁叶俊对丹北教育近年
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丹北教育的未来发展提
出了指导性意见。周东明充分
肯定了近年来全镇教育发展所
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全镇
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敬
业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
希望全镇教育工作者发扬“吃
苦、创业、创新”的丹北精
神，为把丹北建成经济重镇、
教育强镇而不断努力！

访仙镇召开教师
节表彰暨庆祝大
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巢红
方） 访仙镇第 35 个教师节表
彰暨庆祝大会 9月 7日上午在

访仙中心小学大礼堂召开。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张文华应邀出席了
会议。

在表达节日祝贺的同时，
张文华要求全体教职员工要肩
负使命，敢于担当，潜心教育教
学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访
仙镇党委政府、企事业、老百姓
对于教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为了让访仙教师留得住，
教得好，立足岗位，奉献青春，
多出人才，今年起访仙镇新设
立“博望教育基金”，助力访仙
教育事业的发展。表彰活动结
束，全体教师和访仙镇党政领
导、代表委员、机关部门、企业
负责人共同观看了各单位选送
的精彩文艺节目。

实验学校：教师节
表彰树榜样

本报讯（通讯员 徐林鹏）
9月 9日，实验学校开展了庆祝
教师节系列活动。活动紧扣

“我的初心”展开。校长诸华平
进行致辞，阐述了实验学校教
师的初心，赞扬了实验教师不
忘初心，不断奋进的工作精神。

活动中还为“星级班主任”
“教学质量优胜奖”“马相伯教
育超越奖”“戴伯韬教学质量
奖”“30年教师奖”获奖代表颁
了奖，活动集中展现了当代实
验人甘当人梯，勇于探索，富于
创造，乐于奉献，用汗水铺就学
生的未来的教育情怀。

行宫中学举行庆
祝教师节“五个
一”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行中宣）
为庆祝第 35个教师节，行宫中
学在校长室的关心和指导下，
由团委组织策划了“一束鲜花”

“一句问候”“一份祝福”“一次
演讲”“一首老歌”五个一活动。

通过这次活动，所有教师
都感受到了教书育人这一职业
的神圣和崇高，相信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教师们一定能兢兢业
业、严谨治学、潜心教研，为茅
山老区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横中校长带队慰
问“县管校聘”流
动教师

本报讯 （通 讯 员 横中
宣）在教师节前夕，横塘中学
校长王辉国一行冒着倾盆大雨

先后前往黄荻小学、运河中学、
窦庄中学、陵口中心小学、马相
伯学校、横塘中心小学等学校
慰问在“县管校聘”中主动交流
的教师，并承诺今后无论是在
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都
将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王辉国同时希望他们能尽
快适应新的岗位，踏踏实实做
事，助力丹阳教育新发展。

云阳一幼开展“三
香”系列活动庆祝
教师节

本报讯 （通讯员 一幼
宣）在教师节前夕，云阳一幼
开展了“三香”系列活动，隆
重庆祝教师节的到来。一是

“书香润德”，通过向每位老师
赠送书籍，倡导孜孜以求、知
行合一的理念，提升教师的人
文素养。二是“花香怡情”，
通过亲手种植绿植新苗，感悟
聆听花开、耐心守护的美好，
培育教师的教育情怀。三是

“艺香养性”，通过手工刺绣活
动，达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的目的，滋养教师的心灵，享
受艺术的乐趣。

同时在幼儿升旗仪式上，
全体教师还举行了教师节郑重
承诺和签名仪式，并向一年来
在岗位上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
颁了奖。

导墅镇教师节表
彰活动在匡小举
行

本报讯（通讯员 匡小轩）
日前，导墅镇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第 35 个教师节表彰
大会在匡亚明小学童星剧场召
开。

大会对获得导墅镇“十佳
教师”“匡亚明教育奖”“尊师重
教先进单位”“尊师重教先进个
人”“优秀教师”“德育先进工作
者”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

为了展示各校风采，随后
大会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
演。

皇塘镇召开教师
节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朱伟）9
月 10日上午，“守望初心、最美
绽放”——皇塘镇庆祝第 35个
教师节表彰大会在吴塘实验学
校报告厅隆重举行。皇塘镇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各行政村支

部书记、部分驻皇塘镇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以及各个学校领
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计
500余人参加表彰大会。

大会对“皇塘镇教育奉献
奖”“皇塘镇优秀班主任”“皇塘
镇优秀教师”“皇塘镇优秀管理
工作者”“皇塘镇最佳服务工作
者”“皇塘镇优秀教育团队”

“皇塘镇教学质量提升奖”“皇
塘镇教学质量优秀奖”等荣誉
进行了集中颁奖。一批从教30
年的老教师，一批优秀的教育
工作者以及优秀学校受到了表
彰。庆祝大会上，吴塘实验学
校的学生以及教师表演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给表彰大会营造
出了欢快祥和节庆的氛围。

获奖代表纷纷表示，生在
新时代奋斗最光荣。他们将以
此次庆祝大会为契机，以人民
满意为导向，做最美奋斗者，
抒写皇塘教育发展新篇章。

别样的教师节——

马相伯学校校长
化身送花大使

本报讯 （通讯员 教宣）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9月 10日上午 8时，马相伯学
校校长王国胜走进教师办公
室，为老师们一一送上鲜花，
捎上一份“甜”，并送上了最
诚挚的问候。虽然只是简单的
问候，可是化身送花大使的王
国胜却让教师们感受到了来自
马相伯学校这个大家庭的关怀
和温暖，点燃了教师们心中的
热情，让今年的教师节变得别
具一格！

河阳幼儿园组织
活动庆祝教师节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杏
芳）为了庆祝教师节，河阳幼
儿园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9 月 9 日上午，河幼全体
教职工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
在全体幼儿的见证下，庄严宣
誓：爱国守法、立德树人、尊
重个性、廉洁从教……并在誓
言下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教师节前夕，河幼还对上
学期取得优秀成绩的老师和集
体进行了表彰。

送花·慰问·表彰

各校纷纷组织活动欢庆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