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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以优秀的成绩毕
业于丹阳师范。从踏上工作岗
位第一天起，我就成了一名班主
任。22年来，我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专
注学习班主任教育艺术，用“童
心、爱心、耐心”陪伴孩子成长。

我的童心在和孩子们的游
戏中。课后，为了让课间游戏更
加安全，我总是和他们一起玩游
戏，“老鹰捉小鸡”“小鱼钻山洞”

“木头人”等等。孩子玩得不亦
乐乎，围着我叽叽喳喳，把我当
成自己最亲密的玩伴。在游戏
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就这样
在孩子的心里占据了不可替代
的位置。我知道：孩子有孩子的
世界，作为班主任，只有把自己
当成孩子，与他们在同一个频道
里，才能真正懂孩子，走进孩子
的心里，从而成为孩子生命中最
为重要的引路人。

我的“爱心”在我温暖的怀
抱里。我常常把哭天喊地不愿
意上学的新生抱在怀里，给他们
鼓劲，给他们安全感，从此，孩子
不再惧怕上学；我常常把胆小怯
懦的孩子抱在怀里，和他们聊
天，逗他们开心，从此，孩子对我
是那么的依赖，那么的信任。我
把犯了错误不知所措的孩子抱
在怀里，听他们诉说事情的经
过，给他们正确的指引，从此，孩
子有了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
错误的决心。我把取得进步的
孩子抱在怀里，与他们分享成功
的喜悦，给他们衷心的祝愿……

当孩子因为特殊情况小便
或者大便在身上时，我会第一时

间带孩子换洗，安慰孩子；当孩
子生病时，我时常与家长联系，
详细询问病情；当孩子没有家长
来接时，我会把孩子安全送回
家，交到家长的手中；当孩子缺
少某种学习用品时，我会给孩子
解决燃眉之急……在孩子们的
心里，我是老师，也是“妈妈”！

我的耐心在“坐班制管理”
中。低年级的孩子，特别是刚入
学的一年级新生，一个班有五十
个小娃娃，如果没有班主任的有
效管理，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事
故。因此，我就把教室当成的

“主阵地”，从进校到下班，我绝
大多数的时间都守在班级里。
课堂上，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
及时纠正孩子错误的坐姿、书
写、倾听等习惯；下课后，我亲自
带孩子们去上厕所，与孩子们一
起进行课间游戏，从而避免了孩
子们课间追逐打闹，把发生意外
伤害的概率降到了最低。在坐
班的过程中，我及时拉住了奔跑
中险些把头撞上门把手的孩子，
我及时帮助流鼻血的孩子采取
有效的止血措施，我及时调解了
同桌之间的摩擦……在不计其
数的小事中，我不厌其烦地教导
孩子、陪伴孩子 。

我的“耐心”陪伴让学生养
成了良好的习惯，形成了优良的
班风，使得班级凝聚力超强。我
所带的班级多次被评为校“温馨
中队”“文明班级”。在学校举行
的各项活动或者比赛中，均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我特别喜欢于洁老师的《我
就想做班主任》这本书。因为我
也想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地
扎在教室里，怀着对教育事业的
那份特别的爱，用“童心、爱心、
耐心”去守护班级里的每一个孩
子，做一个真正幸福的、有成就
感的成功班主任。 （唐磊）

用“心”守护孩子的成长

我的初心我的初心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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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科研型实践型创新型校长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领导力提升研修班导师制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为
全面提升全市教育系统干部的
专业素养，11月 30日上午，市中
小学（幼儿园）校（园）长领导力
提升研修班导师制启动仪式在
南师大中北学院举行。

启动仪式上，南京师范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李久生致辞，他
认为，导师制是开展中小学校（园）
长个性化成长研究的一个创举，期

待南师大与丹阳基础教育领域的
全面合作。江苏省教育评估院院
长顾春明希望通过领导力提升研
修班的导师制培训，学习与传承好
老一辈教育家的教育教学思想，一
批高素质、专家型的校（园）长能够
快速成长起来。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出席活
动。张文华结合培训班的目标、

任务、意义强调三点要求。一是
把握导师制培养的背景，增强自
觉成长的动力。在教育改革上
敢于动真碰硬，在质量提升上勇
于争先创优，在教育管理上要刚
柔并济。二是把握导师制培养
的特点，确立专业成长的目标。
采用面对面的现场培训和线上
的网络培训，做好论文、课题等
定量的结果性考核和体现校长

成长和学校发展的定性评价，争
做科研型校长、实践型校长、创
新型校长。三是把握导师制培
养的要求，优化快速成长的路
径。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兼容并蓄，进一步提升教育情
怀、丰厚学校文化、提升教育质
量，在校本研训、绩效考核、内涵
项目等方面都要有思考、有探
索、有成效，致力于把学校打造

成区域教育的闪亮名片，成为丹
阳教育的窗口学校。

会议还对导师制方案进行
了详细解读；学员代表进行了
表态发言；并为导师代表颁发
聘书；解读了学员论文撰写要
求；邀请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校长唐云龙为学员作了《“厚
德自强，纯正卓越”引领学校
高品质发展》的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员
袁军辉）日前，市教育系统分片区
组织开展学校教育评议活动。相
关镇（区、街道）负责人、责任督学、
行风监督员、家长代表一起对被评
议学校进行了书面测评。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以“追
求高质量，提升满意度”为目标，坚
持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
群众，强化开门办教育理念，听取
群众呼声，让群众评价，全心全意
为群众服务。

坚持开门评议，扩大教育影响
力。全市教育系统常态化开展“学
生评、家长评、教师评”的“三评”活

动，促进师德师风建设。同时进一
步完善教育行风评议工作，通过调
整充实学校行风监督员队伍，联合
镇（区、街道）教育评议委员会组织
开展教育行风评议活动，定期向社
会、群众征求意见和建议，宣传教
育业绩，不断扩大教育的社会美誉
度。

践行志愿奉献，提高教育满
意度。秉承“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志愿服务理念，市教育系
统于 2012 年建立了 14 支 200 人
为骨干力量的志愿服务队，开展

“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
庭、进街道”的“五进”志愿服务

活动。同时辐射党员、教师、学
生志愿者，大力开展教育政策咨
询、环境整治、家校共育、志愿导
学等志愿服务活动。

成立服务中心，提升群众获
得感。为了进一步密切学校、家
庭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市
教育系统高中、初中、小学、幼儿
园共122所学校建立了家长接待
中心，公开设立家长服务热线，
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及
时倾听家长的建议和诉求，真正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又讯（通讯员 曹学飞 张
俊）日前，珥陵镇教育行风评议
活动在珥陵高中开展。该镇 2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集体观看视
频《最美奋斗者之歌》；六位接受
评议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依
次向与会的代表们汇报各自学
校 2019 年的发展成果和办学特
色；评议代表们对六所学校、幼
儿园进行评议发言；全体教育评
议人员现场进行书面评议，最后
进行了会议总结。

坚持服务惠民理念
办人民满意教育
市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学校教育评议活动

图为开发区教育行风评议活动在荆林学校召开。通讯员 黄和明 摄

云阳学校开展
数学课外阅读活动

近年来，云阳学校也在充分调
查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要
求各班每周利用一个午间半小时
开展“数学阅读”活动, 有计划地
开展“讲数学故事比赛”“数学小
日记展示”“数学手抄报展示”“数
学思维大比拼”等一系列的活动，
学生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数学活动
中, 增长了数学知识, 丰厚了数
学底蕴，培养了多种能力。（记者
菀滢 通讯员 徐英军 摄）

图片新闻

08红烛礼赞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殷霞 校对：步剑文

教师简历：孙长江，吕叔湘
中学高级教师，镇江市骨干教
师。2003年参加工作，从2004
年至今担任班主任工作和两个
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圆满完成
2007、2010、2012、2014、2017、
2019年等六届毕业班工作。每
一届高考都超额完成学校所下
达的指标。荣获丹阳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称
号。2016年获得丹阳市语文评
优课一等奖，2017年获得江苏
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省级“优课”。指导学生作文获
得全国特等奖等多项奖项。主
持多项课题。多篇论文发表。

有心，练就一位好班主任

15年来的班主任工作，孙
长江是最早去班级的，也是最
晚离开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
陪伴在学生身边。可能这是每
一位班主任的日常，但孙长江
一做就坚持了 15年。见证着
学生的成长进步，这是自己做
班主任工作的最大成就感，分
享着学生的喜怒哀乐，倾听学
生的内心声音，和学生平等交
流，值日时亲自参与，活动课的
积极组织，就餐时的照顾叮咛，
就寝后的查寝关爱，生病时送
医就诊，用心呵护每一位学
生。多年来，课堂内外淳淳的
教诲，“春风化雨，润物细无
声。”点点滴滴，潜移默化，日积

月累，教师的道德品格丰碑便
树立在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今年高考，我班有
三位女生考取了师范类学校，
拿到录取通知书来给我报喜，
还对我说，今后就做我这样的
老师，我是她们永远的老师，我
是她们的榜样！我听后感到很
荣幸，也很骄傲，原来我在学生
心目的形象这么‘高大’。”孙长
江憨憨地说。

年年获得学校优秀班主任
称号，但荣誉并不是孙长江做
班主任的追求，而是对自己的
激励鞭策。班主任不经意的一
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
能在不经意间与学生建立良好
的亲和关系，达到心灵的沟通，
获得学生的信任，从而收到意
象不到的教育效果。时刻陪伴
孩子身边，和孩子们同心，安
心，静心于教育中，自己也收获
着学生成长的快乐和幸福。

有爱，让他和学生成为“朋
友”

俗话说，亲其师，则信其
道；信其道，则循其步。所以说
教师是旗帜，学生如影随形般

地追随；教师是路标，学生毫不
迟疑地顺着标记前行。孙长江
愿用孙长江的真诚，善良，责任
信心和勇气，担当和奉献，在班
主任工作中去践行德育育人的
新方法，新思路，开拓进取，总
结经验，努力铸就德育工作的
最亮丽的丰碑。孙长江坚信，
心中有爱，每一位学生都是风
景。

“犹记得今年高考前一天，
也是全班最后一次班会课，因
为第二天高考正好是端午节。
我提前让走读生自己从家中带
两个粽子，住宿生我给他们准
备粽子，聚在一起吃粽子，既是
提前过节，也是寻个好兆头，

‘高粽’嘛。本来我还准备给学
生送蛋糕的，没想到被家长知
道了，不仅全班学生的蛋糕都
买了，还有披萨，还有向日葵
花，更有一个镇江的家长，从镇
江送来双层蛋糕。鼓舞全班学
生士气。”说起这段故事，孙长
江甚是感动，他告诉记者，其
实，当高三的班主任和其他年
级的完全不同，不仅要督促学
生学习、查漏补缺，更要注意他

们的心理健康，很多学生会产
生考前压力大、焦虑等情绪，如
果这时，老师和家长再加压，严
重的会导致学生崩溃。“高考前
一天，学生吃得很开心，缓解了
高考前的紧张心理。在高
考中也取得了他们理想的
成绩，我真心替他们感到高
兴。”孙长江说道。

这么些年，“优秀班主
任”已经成为孙长江身上的一
个标签，他深知，班主任工作琐
碎、繁杂，看似一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却处处凸显了班主任的
一种担当和使命，这是一份需
要坚持的担当和责任，坚守这
样一种情怀和格局，成就学生
也成就自我。

“作为老师时刻把心放在
教育教学上，把学生放在心
上。教育无痕，用心无痕，用
情至深。真正的教育就是用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孙长江坚
信，心中有爱，每一位学生都
是一道独特风景！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记“最美奋斗奖”一等奖获得者、五中历史老师蒋志平
本报记者 唐菀滢

谈到历史老师，总会让人
有一种“年代感”，他们似乎不
苟言笑，不能跟上现代潮流，总
是沉浸在悠远流长的历史长河
里。在五中，有一位不一样的
历史老师，他不仅上得好历史
课，更教得了好学生，他工作中
谦虚谨慎、礼貌待人、以身作
则、严于律己、为人师表。教学
态度认真，治学严谨。所教班
级历史成绩突出，经常位于同
类班级第一。他就是蒋志平。

创新理念和学生们谈历史
蒋志平1998年8月走上教

师岗位，教历史科目。作为历
史教师，蒋志平的教学理念是：
中西合璧究韬略，评古论今传
史学。率真乐观真性情，生动
风趣展教学。平时，蒋志平经
常和学生谈历史、谈生活、谈理
想。作为历史备课组长，他团
结组员，认真备课，研究高考说
明，研究江苏省历史课程标准，
研究江苏各大市的模拟试卷。
做到高中三年的历史教学统筹
兼顾，教学层次分明，高一以提
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为主，
高二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为
主，高三既重视基础更注重能
力的提高，注重解题方法的指
导，注重分层教学。注重专题

性的强化训练，注重培养
学生从史料中获取信息
和归纳的能力。从高一
的期末统考起，在多次考

试中，五中的历史成绩一直名
列丹阳市同类学校第一。2016
年和 2019年所带历史组被评
为丹阳市优秀备课组。

关爱学生做称职班主任
除了是一名历史老师，蒋

志平还是一位“持续在岗”的班
主任。从教22年，已连续担任
班主任工作 21年，可想而知，
蒋志平在工作上有多么的一丝
不苟、尽职尽责。蒋志平的班
级奋斗目标是创最好的班级，
挑战不可能。蒋志平有创造性
地结合班级情况开展有建设性
的工作，搭建起工作力强责任
心强的班集体，形成良好的班
风和学风。关心每一位学生，
经常找学生谈话，深入了解学
生在学习中、生活中、心理上的
需要。平时注重协调好各任课
老师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任课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师生共
同的努力下在多次统考中，班
级成绩都超过平行班级。“2013
年，我班接收了一位残疾学生
袁佩华。刚开始，她有些‘羞怯
’，不愿与人多交流，但她身残
志坚，我就从各方面给她鼓励，
使其身心健康发展。2016年8
月，袁佩华考上大学，被‘苏州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专业
为临床医学。”蒋志平说，这个
孩子对他的感触很大，以至于
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也受到了
她的影响。

担任班主任工作 21年以
来，蒋志平所带班级班风正、学
风浓，多次获得文明班级。在
2019年高考中，所带12班本一
达线人数为37人，刷新了五中
的历史记录，在丹阳市同类班
级名列前茅；作为历史备课组
长，带领组员踏实巧干，在多次
镇江市和丹阳市统考中，所在
年级历史成绩位于同类学校第
一；作为12班历史教师，12班
的历史成绩一直位于丹阳市同
类班级第一。教育教学能力突
出，教育教学效果好，被评为丹
阳市高中教育先进工作者、丹
阳市优秀班主任、五星级共产
党员等。

用心去感化成为学生榜样
说起蒋老师，同学们的评

价大多是“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因为五中有住宿生，学生
的生活起居也是蒋志平的“管
辖范围”。为了改掉班上王磊
同学爱睡懒觉的习惯，培养王
磊的意志和毅力，蒋志平和他
约好，每天早上五点半到操场
上跑步。每天蒋志平五点二十
分就到操场去等他，有时会到
他房间外敲敲，提醒他起来。
蒋志平一直陪他跑了两个星
期。后来他每天都很早就起来
了，通过这件事，不仅改掉了王
磊的坏习惯，还间接告诉他，只
要肯用实际行动去做，就一定
会有收获。

在蒋志平的教学生涯中，
王磊是蒋志平用心去教育的一
个成功例子。每个学生都会珍
惜他的友情。很多时候学生就
把蒋志平当大哥，而蒋志平也
乐意接受这样一群朋友。蒋
志平一直就是希望能用自己
的行动去感化每一位学生。
蒋志平对学生说，自己的宗旨
就是：希望蒋志平教过的学
生，他们不会因为曾经是蒋志
平的学生而感到后悔。有一
回，在和班上学生一起唱卡拉
OK的时候，蒋志平唱了一首
周华建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不过蒋志平改了几句，最后几

句蒋志平是这样唱的：“你们
这样一群学生，让我欢喜让我
爱，让我甘心为了你们，付出
我所有。”同学们听了后特感
动。后来还有好些学生在给
蒋志平的对话本中写到这事，
其中有一位同学写道：“蒋老
师，听了你的歌感觉特高兴，
你改的词真是太好了，从中可
知道你对学生是多么的好。我
想说：蒋老师，我们永远爱你！”
蒋志平看了后好高兴。

正因蒋志平用心、用爱教
育学生，不断创新，以学生为主
体，蒋志平得到了学生们的认
可，成了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心中有爱，每一位学生都是风景！
——记“最美奋斗奖”一等奖获得者、吕叔湘中学语文教师孙长江
本报记者 唐菀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