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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伟云老师2007年来到里庄
中学工作至今，多年担任班主任，
现承担初三两个班语文教学工作
兼办公室主任一职。近年来被评
为“镇江市优秀班主任”“丹阳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丹阳市师德先进
个人”“教师流动工作先进个人”

“丹阳市教育信息化先进个人”。
对待学生，他始终坚持“关爱、陪
伴”的原则，他用心用情，他坚信学
生健康成长，取得成绩的背后，都
有他深深的足迹。

学习中的大师兄
学习上，茅伟云始终与学生

同成长，共进步。为了备战英语
口语听力考试，学校每天中午都
会播放听力。有一次，他发现一
位女生做错了一个选择题，全班
巡视后，发现好多学生都做错了。
在学生做完全部的题后，他与学
生分析了这题。这题是问“现在
是什么时间？”答案有三个选项：
A、8:15，B、8:45，C、9:15，
他说刚才我听
到 了 一
个

关键信息：a quarter to nine，to是
“到”的意思，quarter是可数名词，
指一刻钟，表明9:00没到，应该是
8:45，答案应选 B。分析讲解完
后，学生投来赞许崇拜的目光，这
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愉悦感和满足
感。

里庄中学是农村中学，茅伟
云所带的班上有许多是留守儿
童。何某，女生，就是其中的典
型。该生上课容易走神，不爱交
流，对于老师的话，很多时候不予
理睬。在她上初一、初二的时候，
老师们觉得她是个自闭症孩子。
茅伟云接手这个班，她仍是一句
话不说，点名她不答，上课读课文
她也不张嘴，更别说背诵课文、发
言了。她成天少言寡语，目光忧
郁，心事重重的。后经上门家访
才得知她老家在云南昭通，父母
在她幼时就离异了，父亲带着她
的祖父母辗转来到本地打工，因

工作繁忙，与她相处甚少。另
外，祖父母根深蒂

固的重男轻女
观念，让她丝毫

感受不到家中的
温暖，陪伴她的除了

孤独之外，更多的就
是泪水。渐渐地，她

几乎被老师放弃了。何某住在东
新桥一带，茅老师提出周五放学
带她一起顺道回家，路上主动打
开话匣子与她谈心。在平时的工
作中，他常常走近何某，带她一起
读课文，一起与她分析现在的学
习状况，并鼓励她进步。在此过
程中，偶尔能看到在她焦虑、紧张
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集体的
感化和温暖对一个学生的成长至
关重要。为此，茅伟云利用班上
开展各项活动的机会，让她主动
参与进来，让全班同学为其加油
助威，既让她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又让其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慢慢
地，她在课堂上可以通顺地朗读
课文了，和同学的交流也是越来
越多了，看到她的笑容再也不是
一种奢望了。

精神上的励志哥
今年高考成绩揭晓的当天夜

里 10点多，茅老师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季陈昊的爸爸打来的：茅
老师，孩子高考考了381分，谢谢
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到时候吃酒
哦。思绪回到三年前五月的一
天，“季陈昊，一模语文怎么只有
84分啊，这可不是你的水准哦。”

“茅老师，我阅读不行，唉，没救
了。”“你看你其他学科
成绩都挺棒的，还有一

个月才中考，如果提升下语
文，考省丹中都不是问题。”见他不
语，茅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放心，老师会帮你。”在那周班会
课上，茅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自
己常鼓励学生的话语——“尽力
而为，方能问心无愧！”，并把他写
的一篇文章《我的高中生涯》边投
影边诵读给全班学生听，学生们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静静地听
着，显然他们都沉浸在茅老师刻
骨铭心的经历中了。这节班会课
在中考冲刺阶段提振了士气，很
多学生在周记中提到他“主动调
座位”这一细节，表示从中获得了
很大的鼓舞，季陈昊也不例外。
在建立起信心之后，茅老师还给
他开起了小灶，无论是日常练习
讲义，还是作文，他都当面批改，寻
找其中的漏洞与不足。后来每天
单独布置一篇阅读训练，对不同
问题、不同题型作了进一步的梳
理归纳，还买来《现代文考点阅读
一本通》，在扉页写上激励语后赠
送给他。后来季陈昊中考语文考
了101分，被省丹中统招录取，那
一刻，两人击掌相庆，感慨万分。

也是今年，6月27日，三年前
的初中毕业生张春鸟特地来学校
看望他。她走到他面前细声细语
地说道：“茅老师，你认识我吗？”他
抬起头看到她的笑容，立马喊出

了
她的名字，因为茅
老师对这个学生太熟悉了。她品
学兼优、志向高远，但体育成绩很
不理想。学校第一次体育模测下
来，她立定跳远和跑步项目被扣
了4.5分，这对于立志考省丹中的
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此
后，茅老师常看到她心神不宁的
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
找到她，掷地有声地说道：没事，我
陪你加练，绝不能留遗憾！见她
迟疑，又说道：老师以前中考也考
体育，跑步是弱项，自己每天坚持
晨跑3公里，硬是整了满分。坚定
的话语使她欣然接受，整整一个
多月，无论艳阳高照，刮风下雨，室
内室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和辛
勤的付出，她在四月底的体育中
考中一举拿下满分，击溃了遗憾，
为后程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心态，
最终如愿进入省丹中。这次回母
校，她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高考
考了363分。

茅伟云深情地说：“我会尽我
所能，为我的学生服务好，使他们
成长、成人、成才；为我的学校服务
好，使我的学校持续向农村一流
学校深入迈进。”

他先后13次获校级优秀班主
任、5次获丹阳市级考核优秀、1次
获丹阳市三等功；他被评为江苏
省“333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镇江市“169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对象、镇江市高三视导专家团成
员、丹阳市“312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丹阳市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丹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丹
阳市高中教育先进个人、丹阳市
教科研先进个人……“让每位学

生在课堂上有所收获，也让我在
课堂上有所成长。”这是他的事业

“小目标”，因此在传道、授业、解
惑的过程中，他也总是扪心自问：
学生们能否因他而成功，他又能
否因学生而出色？从 2002年北
华大学毕业怀着热血踏上讲台，
到如今已成为学校教科室副主
任，他——六中高级教师刘兆勋，
无论是在教学科研还是管理岗
位，他挥洒青春、书写热爱，也在
心里始终坚持那份“目标”、追问
那句“能否”……

做班主任，需要的是对教育、
对学生的爱，需要的是教师的全
心投入。从入行第一天起，刘兆
勋就把“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晓
之以理、持之以恒”作为自己带班
的座右铭：他关心学生们的身心
健康，关注他们的考前心理变化，
即使当年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慢慢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
学生对他敞开了心扉，别的老师
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找来“推心置
腹”几次，老师、孩子都“笑逐颜
开”了！学生们私底下亲切地称

刘兆勋为“哥””“勋哥”——正是
这位年轻的“勋哥”，2012 年至
2016年他勇挑重担，连续5年担
任高三班主任，主动承担基础落
后班级的教育教学任务，让原本
并不出色的班级，集体实现了“凤
凰涅槃”，最终超额完成了班级上
限指标，为当年六中历史性突破
贡献了一份力量。而刘兆勋所带
班级亦先后13次被评为校级先进
班集体、丹阳市先进团支部和江
苏省优秀和谐班集体。

备课方面，刘兆勋比其他青
年教师想得多、做得多、钻研得
多：他精心设计环节，努力钻研教
材，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
点，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做
到“备教材、备学生、备资源”——
他结合课堂实际运用课件配合教
学，向45分钟课堂要质量。课堂
方面，刘兆勋又比其他老派教师
会展示、勤思考、善总结：他让学
生做课堂的主人，他则循循善诱
地引导，适时点拨讲在关键处，做
好学生“合作伙伴”，努力让他们
的学习效果事半功倍。同时，他

很注重“培优扶差”，对于后进生，
他给予特殊照顾，在课堂上多提
问、多巡视、多辅导，对点滴进步
给予大力表扬，树立他们的信心、
激发他们的兴趣。对于“领头
羊”，他放手让他们抓小组学习活
动，让他们自己选拔优秀小组长，
由点到面带领成员一起进步——

“能分在刘老师班上，真的是一种
幸运！”毕业班的孩子常这么说。
可不是嘛！他所教学科的成绩在
历次统考、模考、高考中均名列前
茅，冲在全市前列。

与许多“宽松时代”的“80后”
相比，刘兆勋身上多了一份“拼”
与“责”。一般青年教师做好课堂
已然是不容易，刘兆勋仿佛上了
发条，白天扑在课堂教学上，晚上
扑在教研工作中——早早地，他
就有了“做好新课改模范带头人”
的探索：他积极观看各种观摩课
和报告会，借鉴优秀，充实自我，
提高水平；他积极主持江苏省规
划课题《依托“好眼睛，好视界”省
级课程基地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实施》，积极参与江苏

省规划课题《在
名师工作室引领下的生本
教育实践研究》的研究，两项课
题于2019年5月均顺利结题，获
得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升任
教科室副主任后，他本着减负增
效原则，听取同行意见，完善科研
制度，将“小范围”的科研项目提
升到了“大探讨”的科研氛围中，
并促成了学校“江苏省教科研基
地学校、江苏省课程基地、镇江市
教科研发展联盟学校”的成功创
建。紧接着，他又向学校四星复
评、江苏省文明校园等工作马不
停蹄……

“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教
书育人的道路上，我们任重而道
远……”步入不惑的刘兆勋看待
教育教学多了一份成熟与清醒，
并不十分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些
成绩，“孩子们，会因为我们而成
才成功吗？这是我一直追问自己
的终极问题。我会怀揣着这份追
问，背负着家长的期待，继续苦心
钻研、脚踏实地地探寻下去……”

“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记六中“333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刘兆勋
本报记者 张吴

永远的幕后工作者
——记里庄中学教师茅伟云
里庄中学 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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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镇江市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督导组
一行来到市教育局，听取了教育
局党委开展主题教育的情况介
绍，了解局党委工作方案制定、
动员部署情况、学习计划安排
等，查看了主题教育台账资料，
并抽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应知应会100题》掌
握情况。第七指导组对教育局
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予以充分肯定。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覆盖
广。教育局党委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
署会，局党委班子成员、局机关
全体党员、局属基层党组织班子
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认真落实“五深入
五确保”目标和“深学新思想、深
入解难题，提振精气神、担当创
新业”总体思路，切实做到“五对
标五自觉”。要进一步增强发展
信心、砥砺斗争精神，勇于战胜

各种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通过
主题教育为实现丹阳教育高质
量发展新跨越注入强大动能。

主题教育现场活动走得
真。教育局组织领导班子所有
成员、科室（部门）负责人及党委
基层组织书记赴党员教育实践
基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现场活动。在教育基
地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
党史走廊、党建品牌展示厅，深
入学习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
神”“长征精神”，进一步认识到：
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要牢记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
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党旗添辉增色。

主题教育专题学习效果
实。教育局召开党委会，开展主
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领导班子
成员集中观看了电教片《忠诚》，
学习了《习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
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和《习
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
领导干部带好头、作示范，把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做
到常学常新、久久为功。同时，
教育局党委组织专题学习会，邀
请市委党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
师茅惠芳围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作专题讲座，要求党员同
志对照新时代新要求，认清使命
职责，勇担时代重任，更加自觉
地服务教育发展大局，更加坚定
地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全力当好
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和教育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我市教育系统奏响主题教育活动“三部曲”
——教育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侧记
本报通讯员 袁军辉 陈超

我市承办镇江市小学武术教学评选活动
10月8日~9日，镇江市小学武术教学评选活动在正则小学举行，来

自全市21名小学武术教师参加此项赛事的角逐。图为小学武术教学
评选现场。（通讯员 袁军辉 赵国海 摄）

华南实验学校喜获镇江市少先队礼仪风采展示第一名
日前，华南实验学校32名少先队队员代表和25名鼓号队队员代

表，在2019年镇江市少先队礼仪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镇江市第一名。
图为风采展示活动现场。（通讯员 袁军辉 朱志国 摄）

诗中有自然，诗里有科
学，诗中有人生，诗里有乾
坤。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中，诗词算得上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如何将诗词从语文教学
中凸显出来，顺而引入学生的
各个学科和生活当中，是丹北
镇埤城中心校一直以来探究的
课题。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每天上午的 9 点
半，住在埤城中心校附近的村
民都能听到从学校里传来的颂
吟声。不仅如此，走进中心
校，教学楼的显示屏滚动播放
着每周一首诗词；校园长廊上
印着一首首唐诗宋词；每栋楼
的台阶上也都印有古诗词句。

“一开始，其实我们并没有把
‘诗教’当特色在做，当初也
没有这个意识。只是没想到它
十几年如一日的就这么在学校
生根、发芽、生长。”埤城中
心校校长单哲波告诉记者，自
2005年确立了“诗为媒”，学
校特色内涵建设的方向，学校
以课题为依托，开展研发工
作，先后经历了学校七大课题
及数十人次的小课题研究，从
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动学校
特色内涵建设的发展；2011年
学校确立了“弘扬诗词文化
共享诗意成长”诗教发展理
念，全面推开“诗词进校园工
作”，把诗词的赏析教学功能
开始向诗词教育的功能提升；
2015年，随着学校诗教工作被
省教育厅立项为“小学特色文
化建设工程项目”，学校开始
步入“诗意教育”的新里程。

随着学校特色内涵建设逐
步成熟，越来越多的单位陆续
走进学校开展访问交流活动，
目前在镇江市诗意教育共同体
学校中镇江市中华路小学已将
埤城中心校的“诗词广播操”
引入该校的诗词教学进行推

广，并受到广大师生追捧；镇
江市平昌小学以埤城中心校的
诗词校本教材《诗意童年》作
为蓝本，开发了本校的诗词校
本教材；我市练湖小学将埤城
中心校“诗词考级”的模式引
入学校，促进学生诗词的积
累。

除了迎进来，学校还走出
去。学校先后在全国诗教工作
会议、省物型课程论坛、省诗
歌教育联盟成立仪式、省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负责人培
训班、中华诗词之市授牌大
会、镇江市诗词进校园工作交
流会等活动中作学校特色内涵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在去年举

行的第三届“童心里的诗篇”
比赛中，原埤城中心校五年级
（1）班的张冉创作的《妈妈的
衣角》从十多万件征集的作品
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当前，埤城中心校已经将
“诗意教育”的未来记入了学
校中长期发展规划，今后，学
校将以建设诗香校园、打造诗
美课堂、实施诗韵管理、成就
诗情师生作为目标，从课程建
构、课题研究、诗意德育、队
伍建设、诗词考级、作品创作
等方面传承以诗词为代表的优
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良好的
诗词素养，不断追求发展学校
的特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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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校诗词教育日常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日
前，我市作为江苏省唯一代表，在
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
大会上进行初中音乐素质测评工
作展示。

市音乐教研员李红蕾介绍了
全市初中音乐素质测评的背景与
现状，呈现了从小学音乐质量监
测到初中音乐素质测评一脉相承

的做法，阐述了作为省艺术素质
测评前沿阵地，如何在过程中更
多地体现艺术学科的功能。

据了解，我市从试点基地学
校的确立到各项内容的跟进、从
课堂教学到教师评价，从学生平
时表现到期末考核，组织教师反
复进行现场模拟测试，拟定合理
的平时成绩方案。

我市在全国音乐教育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