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家长会

对仪式充满好奇与期待

朱砂启智

“多担一份责任，

也是多了一份信任”

———记耒阳二中教师陈翔

■

本报记者

向吟吟

从耒阳八中到耒阳三中再到现在的耒阳二中， 陈翔在教坛已辛勤

耕耘

24

载。 他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 年年担任两个班的数学教学任

务， 还兼任班主任。 他工作踏踏实实， 任劳任怨， 年年出满勤， 期期

超工作量。

24

年来， 他兢兢业业， 不仅向学生传道授业， 还管理好学生在校

期间的生活。 他说： “多担一份责任， 其实也是多了一份信任， 只要

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收获知识， 并且健康快乐地成长 ， 做一个内心善

良、 拥有梦想、 不断进步的人， 作为老师， 付出再多也值得。”

让课堂成为学生训练思维的乐园

多年教学经验让陈翔明白， 数学教师的责任不仅是带领学生学好

数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 掌握科学的思维方

法和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 因此 ， 他在教学中很注重学生思维

和习惯的培养 ， 他告诉学生 ： “良好的习惯是你成材的必要条

件 。” 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 、 提问质疑 ， 他对学生数学素质培养

的目标不仅是高考成绩要好，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 为他们的

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在课堂上， 他千方百计地激发学生兴趣， 恰到好处地设计问题，

潜移默化地分层激励， 为学生铸就了开启数学之门的钥匙， 使数学课

堂成为学生展示才华的场所、 训练思维的乐园。 由于专业功底扎实和

较强的教学能力， 他的评教满意率年年达

95%

以上， 他多次被聘任为

衡阳市高三特优学生培训教师和高三联考命题教师， 多次在省市教学

比赛中获奖。

教研教改和教学比武成果丰硕

陈翔一贯谦虚好学， 教学之余广学博采， 不断加强了解新信息，

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 不断加强数学专业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每个

学生有每个学生的特点， 每批学生有每批学生的特点 ， 只有不断学

习， 才能找到适合不同学生的教学方法， 让他们在我的课堂上都有收

获。” 陈翔说， 这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也是他今后将要坚持做

下去的事情。

他不仅在教学实践中坚持创新， 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他还积极参

加教研教改活动和教学比武， 他撰写的 《将应用意识融于高中数学教

学》 《反思对高三数学学习的影响》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学生

心理素质》 《浅谈解题的 “反思”》 等论文先后在省市评比中获奖 ，

2010

年 “几何概型” 一课在高三数学教学评比中， 被评为衡阳市一等

奖， 他本人也连续六年被评为耒阳市优秀教师。

从陈翔的班里走出了多位优秀的毕业生， 他们中有

2013

年的耒

阳文科第一名 （衡阳市第二名） 的何娟， 有获省数学奥赛一等奖的柏

睿、 彭新政等。 谈起陈翔老师， 这些同学都说， 是老师对数学专业的

精益求精和执着努力感染着他们每一个人， 让他们在高中阶段不仅爱

上了数学课程而且收获了不俗的成绩。

班级管理民主对学生一视同仁

除了数学教师， 在

24

年的职业生涯中， 陈翔还有一个重要的身

份———班主任。 他认为， 要做一名好的班主任， 不仅要有爱心、 责任

心， 把每一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还要率先垂范， 要求学

生们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必须做到。

为了让学生能自觉养成按时到校上课、 不迟到早退的良好习惯，

他每天都要比学生要提前十几分钟到达学校， 不管春夏秋冬， 不论天

气冷暖， 天天如此。

他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 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 为优秀生锦上

添花， 为后进生雪中送炭， 对一些学习吃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

生， 给予特别的关爱， 细心呵护留守孩子， 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保证

让每一个学生都平等、 健康、 快乐地成长。

他还经常阅读自学心理教育书籍， 善于把握学生的心理变化， 通

过开展丰富的主题班会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世界观 ， 在班主任工作中少一 些 说 教 ， 多 一 些 示 范 榜 样 作 用 ，

让学生在民主 、 平等 、 和谐的班集体当中学习生活。 他带的班民

主气氛浓厚， 赢得了全体学生的尊重和信赖， 班主任评价满意率年年

在

98%

以上。

走进学生心里是教师最美的工作

———记蒸湘区长湖小学教师陈燕玉

■

本报记者

向吟吟

陈燕玉

1999

年从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毕业后， 怀着对教师事业的无

限热爱走上三尺讲台 ， 一干就是

18

年 。 她先后在三所学校担任英语教

师、 语文教师并一直兼任班主任， 现

就职于蒸湘区长湖小学。

18

年来 ， 她一直恪守 “诲人不

倦， 教书育人” 的教育理念， 在教学

实践中注重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大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堂上是老师，

课堂外是朋友， 深受学生喜欢。

勤奋钻研， 苦练教学本领

从教以来， 陈燕玉始终认为， 过

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突出的教学能力

是做好教学工作的根本保证 。 她觉

得，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 就不

能误人子弟： 自己没有一桶水， 如何

给人一瓢水？

为了能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英

语， 她从未停止过学习， 向有经验的

老教师请教、 向有新思想的年轻教师

学习， 不断刻苦钻研业务， 认真研究

教材教法， 研究新课程标准。 她还积

极参加不同级别的教育教学竞赛及教

研活动， 并在这些活动中虚心学习和

借鉴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 然后

根据学到的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

探索更适合于学生的教育教学方式方

法。 通过广学习、 多交流， 不断提高

了自身教学素养， 她逐渐从一名青涩

的年轻教师成为一名教学能手。

她根据自己教学经验撰写的多篇

教学论文发表在 《英语周报 》 《英

语学习辅导 报 》 等 专 业 报 刊 杂 志

上 ， 获 得 高 度 好 评 。 近 年 还 参 加

了衡阳市牛津高 中英 语 新 课 程 改

革研讨会 ，

2012

年优质课获市一等

奖。

触类旁通， 做复合型教师

担任了

15

年的中学英语教师后，

2014

年陈燕玉调至雁峰区岳屏小学。

恰逢学校师资紧缺， 二年级的语文教

学任务没老师接， 学校领导很着急，

找到了她希望她接下这个任务。 陈燕

玉当时已经担任班主任， 还要教二、

六年级英语课程和音乐课程， 尽管如

此， 她毅然从领导手中接过了这一教学

任务， 面对这跨学科、 跨年级的艰巨任

务， 她没有心慌没有手足无措， 而是根

据多年教学经验 ， 静下心来 ， 认真摸

索， 触类旁通。

她在英语教学方面很有见地， 曾多

次代表学校参加教学比武， 并辅导青年

教师参加教学技能比赛活动。 为了教好

语文， 她决心从做一个学生开始， 她利

用一切空余时间翻阅教材， 熟悉课程，

掌握教学方法和重点 。 为了增加知识

量， 提升教学水平， 图书馆、 新华书店

成了她常去的地方， 同事、 退休老教师

成了她常请教的对象。 为了不漏掉听到

或读到的点滴知识 ， 她随身带着纸和

笔， 随时把内容记录下来。 功夫不负有

心人， 由于用心钻研、 潜心带班， 她当

年所教班级语文成绩在期末联考中取得

了中心校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关爱学生， 陪他们一起成长

在陈燕玉的眼里， 走进学生的心里

是教师最重要也是最美的工作 ， 从教

18

年来 ， 她把心血倾注到每个学生身

上， 关注他们的学习、 生活和情感， 陪

他们一起成长。

她带的班里留守儿童较多 ， 大多

是由爷爷奶奶照顾 ， 有些孩子性格自

卑敏感 ， 作业无人辅导 ， 行为习惯很

差 ， 课堂上搞小动作多 ， 提问往往一

问三不知 ， 有的甚至还很顽劣 。 为了

让这些学生学习上不掉队 、 品德上不

落伍 ， 她在日常教学工作中 ， 对这部

分学生予以重点关注 ， 分别引导 ， 对

症下药 ； 她经常和学生谈心 ， 发现问

题及时沟通， 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手把手教他们写字 、 教他们发音 ， 对

于生活有困难的学生 ， 尽力为他们申

请资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 陈燕玉用真

心教好书 ， 用爱心育好人 ， 看着学生

们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 感觉自己也是

劳有所获， 成就不小。 每年教师节和

春节 ， 许多已经工作 、 事业有成的学

生仍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昔日的恩师，

而此时也是陈燕玉最开心 、 最幸福的

时刻。

互正衣冠

击鼓明志

四名泰国教师

完成衡阳拜师之旅

本报讯 （

通讯员

王界美）

近日， 为期一个月的湖南高铁职院泰

国教师研修班圆满结束，

4

名泰国教师顺利完成学习培训参加结业典

礼。

一个月时间， 他们在此接受铁路专业管理和技能知识培训， 系统

学习铁路客运组织、 铁道车辆、 电气化铁道技术等专业， 并走进长沙

高铁南站、 衡阳高铁东站等地进行实地参观体验。

在结业典礼上， 学院党委书记刘一华和院长陈春泉对泰国教师圆

满完成研修学习表示祝贺， 并表态称学院将进一步拓展学校的国际交

流合作办学领域。 泰国哇碧巴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索拉朋·桑格拉

学员表达了对学校周到安排、 教师们的专业素养、 工作团队的认真负

责的感谢， 表示日后将进一步加大两校深度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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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蒙学礼，开启学习“第一步”

9 月 28 日， 适逢孔子诞辰日， 雁栖湖成龙成章学校举办“开笔破蒙， 人生始立”

2017年秋季开笔礼暨新生家长会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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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拜孔子 ， 敬师长 ， “点 ” 智慧……

9

月

28

日 ，

适逢孔子诞辰

2568

周年， 雁栖湖成龙成章学校举办

“开笔破蒙， 人生始立”

2017

年秋季开笔礼暨新生家

长会。

对雁栖湖成龙成章学校的孩子和家长们来说， 这

都是一次意义特殊的活动。 一年级新生在国学启蒙中

迈开学习的第一步。 这也是新生家长们来学校上的

“第一课”， 校长唐新亮带领管理团队从德育、 教学、

后勤、 办学理念等角度向各位家长一一介绍， 构建起

家校合作的桥梁。

优雅的乐声响起， 《月满西楼》 舞姿典雅。 一年

级新生 “开笔礼” 仪式正式开始了！

孩子们齐诵 《弟子规》： “冠必正， 纽必结， 袜

与履， 俱紧切……衣贵洁， 不贵华。”

第一项： 正衣冠。 先是自正衣冠， 然后邻座之间

互正衣冠， 随后老师上前帮助孩子们整理衣冠。 通过

这个仪式， 教育孩子做谦谦君子、 勤奋好学之人。

第二项： 感恩鞠躬。 敬拜孔子， 行拜师礼， 行家

长感恩礼。 让孩子们常怀感恩之心， 不忘老师教育之

恩， 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第三项： 朱砂启智。 仿古礼， 由启蒙老师用朱

砂在学子们的额头正中点上红痣， 寓意着开启智慧，

从此耳聪目明、 心灵手巧。

第四项： 击鼓明志。 少年强， 则中国强， 稚嫩的

双手， 敲打出明快的鼓点， 铿锵鼓声， 鸣响了远大志

向。

第五项： 启蒙描红， 由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刘辉老

师上台教写 “人” 字， 启蒙 “人生始立” 之意。

第六项： 集体吟诵。 孩子们集体吟诵 《弟子规》，

在传统经典的浸润中开启学习之旅。

少年烂漫， 书声琅琅， 翰墨飘香。 在雁栖湖成龙

成章学校的美丽校园内， 现代与传统交相辉映。 从一

年级新生开始， 孩子们便接受国学教育的熏陶， 校长

唐新亮说： “作为一所立足国际化办学的学校， 既要

培养孩子做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 ‘地球公民’， 更要

培养他们做有民族情怀的人中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