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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华让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 访大光华国际学校小学部教师常亚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常亚飞，是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时光荏苒，从09至19年，她已经在学校工作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她见证了大光华一路走向兴盛，大光华也见证了她从幼稚走向成熟，在这里她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初成长：坚定工作信念

04年毕业后，常亚飞先是在
河南老家开封工作了5年，2009
年她跟随老公随军到威海，9月
份应聘到大光小学部，任语文学
科。

“那时候小学不足百人，班上
只有十几个孩子，每周上几节语
文课，就是我全部的工作，没有任
何工作压力可言。”常亚飞说。

第一次远离家乡，亲人朋友
不在身边，学校又在农村，使原
本无趣的生活显得更加沉闷无
聊。就在这时，她怀孕了，可是由
于双方老人都不能来给她看孩
子，她只能抱着孩子来跟校长辞
职。

在校长面前，她哭得稀里哗
啦，面对她的境遇，校长不仅安
慰了她，也点醒了她，工作是一
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但是长时
间不工作，围着柴米油盐，渐渐
地就会没了见识，没了眼界，这
样的妈妈怎能给自己的孩子做
榜样呢？

“既然选择了梦想，又怎能
怕风雨兼程？班级学生还在等着

你，你的才华应该用在学生身
上！”常亚飞说，痛定思痛后，她
决定花钱请一个保姆来看孩子，
同时又义无反顾的回归班级。

从普通到卓越

做不断成长的老师

有信念的人，可以化渺小为
伟大，化平庸为神奇。

坚定不辞职的信心后，常亚
飞的心态稳定多了，她决定要在
语文专业领域有所突破。

她不仅经常利用寒暑假及
休息时间，去网上听专家们的讲
课，而且把他们的课搬进自己的
课堂，研究 如何增强课堂趣
味性、如何指导书写、如何在语
文课上提升思维、如何挖掘教材
的语用训练点、如何进行读写结
合。

校长看到了她的变化和进
步，把四年级语文教研的工作交
给了她，在工作中，她更积极地
带领老师们进行作文教学的系
统研究，交流读书收获、进行现
场教学设计、模拟上课场景，共
同研讨、改进提升、碰撞智慧，她
们组织成立了学生的写作社团、

阅读社团、书法社团，并且区、市
比赛屡次获奖。

所有的惊艳都来自于长久
的准备，困难就像一朵乌云，虽
然挡住了阳光，但也酝酿了雨水
让你成长。

有的人会在放声痛哭后，擦
干泪水，选择坚持，继续前行，成

就了优秀和成功；而那些无法坚
持的人却在一次次放弃和退缩
中，终归失败和落寞。现在回想
自己的坎坷经历，常亚飞说很庆
幸自己的坚守和选择。

一个好老师的理想信念可
以影响一群孩子的未来，一批好
老师的理想信念可以影响一所

学校的发展，所有好老师的理想
信念可以成就一个国家的繁荣
和民族的振兴。

“我将一如既往坚守自己的
教育梦想和信念，不负学生、不
负青春、不负己！”常亚飞笑着
说。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力量
——— 访大光华国际学校高中部教师李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百变角色，不变初心。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

老师的理想和追求。

作为老师：让学生爱上数学

数学，在学生的求学生涯
中，一直是“地位稳固、姿态高
冷”，就算学生耐得住“寂寞”，
也不一定守得了“芳华”。不同
的学生，有不同的倾向。数学
好的学生，充满自信，课堂就

是他们的舞台，他们喜欢解决

问题的成就感；数学薄弱的学

生，充满期待，每一节课都是

新的开始，他们希望得到改变

自己的机会。

为了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

和信心，为了拉近数学与学生

的距离，在教学上李雪有意识

的将一些重点知识步骤化，学

生先把步骤理解学会，然后再

套用步骤逐步解题，这也吻合

着“先入格再出格”的教育教

学规律，培养着学生从知识到

能力的迁移。

得益于步骤化的反复训

练，渐渐地，李雪发现重点知

识的正答率不断攀升，所带班

级数学的平均分不断提高，学

习数学的兴趣不断加强，在不

断播散“兴趣”种子的同时，所

有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不断

增强，并且与她的距离不断贴

近，这时，她知道，数学教师的

角色出演成功。

作为班主任：学生身上事

老师心上事

高尔基说：“谁不爱孩子，孩
子就不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
才能教育孩子。”

面对一群聪明伶俐的高中生，
他们具有很强的思维辨别能力，所
以李雪一直保持着坦诚相待，只有
走进学生的心里，才能更好地交流
和沟通，只有倾听学生的呼声，才
能与学生思想产生共鸣，让学生可
以体会到师爱的温暖。

班里有个男生，英语科目相
对薄弱，尽管已经非常努力，但
考试的成绩还是不太稳定，这很
影响他的学习信心，李雪看出了
他的苦恼和沮丧后和学生一起
分析了近几次的试卷，并且明确
的告诉他，只要克服内心对英语
的恐惧，一定会战胜自己。

为了见证他的不断成长，李
雪与他约定每一天都要背诵单
词和短文，都要回顾课上讲解的
内容，并负责检查，放假也要通
过微信汇报。

时间按分秒、日夜就这样过
去了，下一次的考试如期而至，
当成绩揭晓时，他兴奋地跑到办
公室向李雪汇报，激动的声音渐
渐的变成了小声的哭泣。

努力付出后的收获是异常的
甜美，也为他今后的道路上，种下

“相信”的种子，开出“胜利”的花朵。

作为年级主任：德育、习惯、

成绩，一个都不落下

从高一开学的军训开始，李
雪带领整个高一级部的全体教
师，从严抓学生德育工作开始，
切实把学校的规章制度落实在
学生的心里，从规范学生的行为
习惯开始，抓学业成绩。

并召开级部全体学生大会，
强调高中学习习惯的重要性，提
醒学生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及
早适应高中学习的紧张状态，争
取高考取得优异的成绩。

学期中，她主抓学生的学
习习惯的养成，课上应紧随老
师的脚步，争取多听多学多
懂；考试时严抓学生的考风考
纪，杜绝侥幸心理的违纪现

象；同时对学生的校服穿着情
况，仪容仪表、常规管理等工
作严抓不懈，以良好的行为习
惯辅助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级部工作在不走形式主义，不
怕艰难困苦，立足学生实际的
不断落实中，取得了非常大的
进步，超额完成学校布置的各
项指标，获得了领导的认可，
同时学生的成绩也在不断的提
高，深受家长的信任。

真心化作“匠心”让学生成绩上了C位
——— 访大光华国际学校初中部教师刘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作为英语学科的老师，刘洋将自己对工作的热情都浇铸到了教学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她把对学生的爱化作

对学生的一片热心，不仅让学生爱上了英语这个学科，同时在这个学科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让孩子找到学习自信

点燃孩子学习热情

回想毕业时接手的那批学
生，一路走来，刘洋百感交集。

“提问单词，不会背。好！那
我们从最基本的学习开始。背！
领着背，提问着背，自行背，上课
背，下课背，办公室背，走廊背，
哄着背，吓唬着背，最终背单词
的任务大功告成。”刘洋苦笑着
说。

单词背完了，总得开始做题
了，结果，学生针对做题的方法，
如何找到正确答案的过程全然
不知。

没办法，刘洋只好从头讲每
个时态的用法，讲每个词性的用
法。面对这样的学生时，刘洋感
觉特别无奈特别迷茫，讲了几遍
的题，孩子们还是不会做。

终于，她开始发火，咆哮，抱
怨，可她发现当她以这样的状态
工作时，学生的状态就更糟糕。

刘洋及时调整心态，调整讲
课的方式，以微笑来面对孩子

们，一遍讲不会就再讲一遍、讲
两遍、讲第三遍，直到明白为止。

上课的内容不图多，只图
精，所以她就在备课上下功夫。
每一道练习题她都精挑细选，让
每一个练习题的点会涉及到很
多方面，只要讲一个点，那孩子
们就要就明白一个语言点的用
法并且会用这个语言点来做题。

慢慢的，孩子们找到了学习
英语的自信，也慢慢的跟上她课
堂的节奏。一个月后成绩初有起
色，趁热打铁，在班级中，她开始
给学生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重新
燃起学习英语的希望，就是这种
坚持和努力刘洋班级的英语成
绩稳步前进。

知识点编成顺口溜

讲方法教出好成绩

对于教学，她总是先树立明
确的目标。

接手每一个班级时，她都会
盯着成绩单分析。只要是定准的
目标生，就常抓不懈。所以无论
大考还是小考，班级成绩的及格

率、优秀率以及平均分和她制定
的目标基本无差异。

刘洋认为目标可以使人看
清方向、产生动力。在教学中刘
洋喜欢做各地历年的中考题，每
年山东省各地的中考卷子她都
会做一遍，和威海地区的中考题
综合比较，为教学打基础。

英语这门学科是一个知识
点比较零碎的学科，面对这样零
散的知识点怎么办呢？刘洋把难
背的知识点编成顺口溜，并且不
断地琢磨，针对学生的易错点和
不同题型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
做题方法，比如：动词填空、选词
填空和作文。大多数的学生对于
这三种题型的做题方法是全然
不知的，完全就是靠翻译。但中
考中，大部分的句子对于中等水
平的学生来说是完全翻译不通
的，于是学生们就又开始乱做一
气，要想得分，就要知道出题老
师的意图是什么？那么动词填空
考的是非谓语动词和时态，而选
词填空考的是词性，那这两种题
型就要靠我们的语法来做。

通过研究中考题中作文的

例文，刘洋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
写作方法，从效果上看学生们对
刘洋的方法是比较认可的，掌握
方法以后，学生们在这三种类型
题中的得分稳步提高。

点滴的教学行为筑就了不

断进步的成绩。刘洋任教的两个
班级，一个月后，平均分别提高
了2 . 6分和3 . 8分；半年后，分别提
高了5 . 6分和7 . 8分；最终在19年
中考，她任教两个班级的英语成
绩取得了全区第四名的好成绩。

从“学困生”到“学优生”三次进阶革命
——— 访大光华国际学校国际部教师朱伟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作为一名老师，朱伟伟不仅仅教授学生知识，同时也关心着学生的衣食起居，像一名妈妈一样关爱着每一个孩子。
“小Y”曾是朱伟伟班最棘手的学生，已经到了留校察看的程度。朱伟伟了解到“小Y”的成长背景比较曲折。此时，朱伟

伟的儿子正在上幼儿园，跟那时的小Y差不多大，每次看到儿子，她就会想起“小Y”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情景，这深深地刺痛
了她。“母爱+责任心”油然而生，朱伟伟开始想尽办法帮助他。

第一次进阶

——— 肯定优点

“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
人？你的优点是什么？”

“没有优点，都是缺点。我是
一个失败的人，一直做错事。”

“不对啊，我就看到了你的
优点，你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喜
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
讲义气，对朋友从不小气，从不
欺负人。”

朱伟伟告诉“小Y”，人有一个
好性格，能得到朋友认可，很重要。
他只是贪玩，管不住自己，但他应
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肯定优点，建立自我认同感，
是个长期工程，不是一次谈话就
能解决的。班级分组，有的同学被
剩下没人搭伙儿，“小Y”都会说：

“老师，让他在我们组吧。”
这些善良的东西，平时观察

到的点滴，以及其他老师说到他
的良好表现，朱伟伟都会一一记
下，跟他聊天时，当面肯定他。正
面强化，使他向着阳光的一面生
长，使优点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第二次进阶

——— 给予信任

对于自认为是“坏孩子”的

人来说，信任弥足珍贵。而信任
必须是适当的，不能过于沉重，
不能让他觉得承担不起。

信任的起点，从小事着手。
朱伟伟和“小Y”的信任起点是

“不逃课”，就像小孩儿一样，他
们拉钩约定。

朱伟伟还记得拉钩时他羞
涩的笑，他说：“我从来没遇到过
这样的老师。”学生的感觉很敏
锐，特别是从小缺乏安全感的孩
子，你接纳了他，他才会跟你亲
近，才愿听你的话。

高二开学时，他提前到校，1
米80的大小伙子，像个小孩一
样，一脸灿烂地跑进办公室，蹲
在她椅子旁边，仰着脸说 :“老
师，我来了!”

虽然“小Y”在老师的帮助下
努力成长，但17年的成长轨迹，
不可能因为一点工作，就有180度
大转弯。果然“小Y”坚持了几周
后，又犯错了。以前犯了错，他都
是倔强地仰着头，白着眼，一副

“我犯错怎么了？”的样子。这次
他低着头，红着脸，还发微信给
朱伟伟：“对不起，给老师添麻烦
了，我真没脸！”这就是进步。

后来他再犯错，朱伟伟已无
需多言，只给他一个幽怨的眼神
就够了。当他面露羞愧时，替他
说出心声，“你真的不想让老师
失望”。然后给他口诀，帮他设立

障碍，“下次想做坏事时，想想老
师的考核分，实在不行就先给老
师打个电话……”。

如此从内到外帮他建立自控
机制，他犯错的频率就越来越低
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者需要“守望者”的精神。

第三次进阶

——— 强化愿景

“你希望上大学吗？”
“希望，但我去不了。”
“我知道你认真对待每节课

很难，可以从认真对待每次考试
开始。只要你通过HSK5级，每次
考试认真准备，就一定能上大
学。”

于是，朱伟伟详细得给他制
定计划，告诉他想过HSK5，应该
每天背多少单词，做多少题，考
试时有哪些窍门儿得分……

朱伟伟还记得“小Y”HSK5
级通过时，兴奋地跟她分享喜
悦，还记得他语文考试及格满足
的样子。后来他的各科考试也都
及格了，有的科目甚至80多分。
当学习越来越好，他的自信、正

向砝码就更多了，再加上年龄的
增长，他就变得更好了。

在朱伟伟看来，每个学生都
是独一无二的，教育方法也不一
而足。教育理念是关键，“亲其师
方可信其道”，学生感受到老师
的善意，就愿意敞开心扉吐露心
声。老师了解得越多，也更能找
到好的教育方法，这是良性循
环。

“决定基础教育的核心因素
是良好的师生关系”，而良好的
师生关系的基石是老师的“仁爱
之心”。朱伟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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