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国荣，中学一级教师，现担
任初四年级数学教学、班主任工
作；先后被评为荣成市优秀教师、
荣成市师德标兵、荣成市名班主
任；作为一名教师，她很知足，知
足于拥有这份高尚的职业；知足
于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任；知足
于职业带来的恬淡宁静的人生！

反思自我，扎实工作
21年如一日，清晨她在教室

给学生辅导功课，课间她在办公
室备课、批改作业、查找资料或
给学生单独辅导。她严格要求自
己，课课有反思，反思课堂教学
的成功与不足；每次的考试和作
业都有详细地记录，具体到每个
人、详细到每道题；一天一反思，
一周一内省，一月一回顾，学期
重总结。因材施教是她一贯坚持
的原则：小宇同学升级数学成绩
只有28分，其他科目较好，周老
师牺牲大量的课余时间和节假
日为他补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不懈地努力，他如愿的
升入高中，他心愿地达成离不开
周老师的付出！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使她
深深懂得“身教重于言教”的道
理。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
使学生从榜样中感受到道德准
则的可信，从而愿意积极行动，
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
活，促成言行的统一，养成良好
的习惯和健全的人格。

爱生爱岗，执着追求
爱心投入，真情感染是周

老师一贯坚持的教育准则。她
把全部心智和无私的爱毫无保
留地献给了学生。这种爱是深
沉的，蕴涵在为所有学生所做
的每一件事中；这种爱是神圣
的，它凝聚成了水乳交融的情
谊。因为责任她在教育的沃土
上坚守，因为有爱，她在教育的
战线上无悔前行。梦想雄鹰的
翅膀，梦想超越的辉煌，却发现
善于飞翔翅膀早已给了她的学
生。每一次雏鹰展翅试飞，都是
理想扣击天堂的回响。

“路漫漫其修远兮，……”她
丝毫没有懈怠，也不敢懈怠，在
教育这片田园里勤奋耕耘，积极
探索，奉献无悔的青春。课堂是
一片期望的田野，是她耕耘改革
的沃土，荆棘与鲜花一路，坎坷
同欢歌齐飞。她的心中始终铭记

“金奖银奖不如家长的夸奖，金
杯银杯不如家长的口碑。”在教
书育人的道路上，付出的是汗
水，收获的却是那一份份沉甸甸
的果实。她是平凡的，但平凡中
孕育伟大，平凡中执著追求。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

他其貌不扬，反应迟钝，却
坚韧不拔肯钻研，从白痴级电脑
盲变成电脑高手；他大大咧咧，
看上去没心没肺，却总能在关键
的时候捕捉到细微变化，对老同
事爱护有加；他性格豪放，能力
之内总是有求必应，却不肯麻烦
别人哪怕一丁点事情；他公私分
明，讨厌占公家便宜，却又假私
济公，算着一本别人看来荒唐糊
涂的糊涂账；他就是甘做“快乐
一根筋”，荣成市第十一中学志
愿者团队领队、综合实践教研组
长、学校总务处副主任由正强。

由正强同志之前负责着学校
的宣传报道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
落实，同时负责学校学籍管理、招
生考务和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开
展，在时间上总上捉襟见肘。但是
他相信“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
比困难多”，坚持利用每次培训学
习他人经验，寻求突破。综合实践
活动中的设计制作领域里，他带
领孩子们自2010年以来在县、市、
省科技大赛中年年拿奖，而且奖
项级别也一年比一年高；综合实

践社会服务方面，他精心组织，荣
成市第十一中学志愿者团队展示
团队的活动风采，在宣扬志愿服
务精神的同时，也对学校的工作
进行了宣传，提升了学校和老师
的社会形象。2018年3月，荣成市
第十一中学志愿者团队代表荣成
市教育系统登上了“2018爱心飞
扬志愿荣成”嘉年华的领奖台。

在马云的“996”在网络发酵
之前，由正强老师经常是“686”或

“687”模式工作。开始只是负责学
校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和活动组
织，同时身兼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团务工作以及学校学籍平台、考
务平台的使用管理。后期增加了
资助平台、家校通平台、微信公众
号平台和志愿荣成平台等众多平
台的管理使用，同时担任了通讯
报道员和摄像录像工作、校园网
的信息发布和网页美化及技术教
室的管理使用工作。既来之，则安
之，由老师则抱着理解学校安排
的想法，既然学校信任自己，就没
有任何抱怨和犹豫接了下来。他
在为老师们赶制课程资源编辑视
频过程中过度劳累，导致开车都
无法睁眼，四次眼疾发作，眼药水
都不管用了，此后严格控制使用
电脑时间才有所好转。

久久凝视一朵鲜花，思想就
会化作美丽的蝴蝶。由老师坚
信，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将化蛹
成蝶，在梦想中自由飞翔。

甘做“快乐一根筋”

孔丽娟，市幸福街小学
一位普通教师，毕业于曲阜
师范大学物理系。2018年，
她被评为市小学科学教学
能手，指导科技实践活动

“饮水安全与饮水健康”获
得威海科技实践活动二等
奖；2019年1月，指导学生制
作的“基于米思齐的物联网
浇花系统”刊登在《少年电
脑世界》上。撰写的《自制新
潮3D眼镜》家庭实践活动方
案，在全国家校共育项目组
评选中获奖。指导学生撰写
的辅导员科技论文多次在
大赛中获奖。

如饥似渴练技能，不忘
初心再出发

数学教师——— 科学教
师——— 科技辅导员，短短几
年时间，孔老师从一个创新
的门外汉，快速跨进了科技
的殿堂。白天，事情比较多，
所以她坚持等孩子晚上入睡
后再学习。多少个夜深人静
的夜晚，依然在电脑前汲取
着知识的营养；多少个休假
日，她放弃了与家人休闲团
聚的时光，潜心苦学。购买书
籍、创客器材和外出学习，花
了不少钱，对于一个普通家
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了自身的专业成长，她
却从来从来不犹豫。

精准实验，提升教学时
效

为了提升科学实验的
效果，她常常自备并创新实
验材料。去杂货店买尼龙搭
扣、去超市买鸡蛋、全家动
员上山找苍耳，并去玻璃厂
割 镜 片 、去 五 金 店 买 器
材……自制教具教学，学生

科学学习兴趣浓厚。
请教名师，汲取宝贵经验

担任科技辅导员，任务重，压
力大。为此，她加入了中国科
技教育协会，不断地学习和钻
研，积极参加各级培训活动，
实地考察学习。她还和内外优
秀科技教师建立联系，共同探
讨创新教学方法和课程方案，
在名师引领下搞研究。

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
孔老师会把自己所学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身边的同事，多次
给全体教师进行专题培训。比
如“希沃白板在教学中的应
用”、“camtasia微课录制”、“互
动电影动画微课制作技术与
应用”等，这些都为老师们的
教育教学提供了先进的技术
支持。对于未来，孔老师有着
既定的目标：努力做一个优秀
的科技教师，走进神秘的科技
殿堂，成为真正的科学小达
人。相信，这一科技梦想一定
能尽早实现。

情爱科技 梦想执着

迟颖萍，荣成市蜊江小
学一年级语数教师兼班主
任，教研组长。她既是众人眼
中认真严谨的迟老师，又是
学生口中细致入微的“迟妈
妈”。执教二十多年，她一直
坚守着“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的教育信念，始终用爱
心、真心哺育孩子，用诚心去
交换童心，用一双温厚的手
托起了明天的太阳。

真诚之心，无愧教师称
号

上初四的儿子曾责怪她
说：“妈妈，不是亲妈妈，你对
你的学生比对我要好1 0 0

倍”，“妈妈，你能换个工作
吗？”……每当听到儿子说这
些话时，她的心里总是非常
难过和自责，由于白天上课
晚上照顾孩子，心理和精神
上的双重压力导致迟老师重
度失眠，本来瘦小的身躯又
消瘦了一圈。她没因自己的
状态耽误工作，所带班级学
生成绩也取得了年级第一的
好成绩。年终家长会上，家长
朋友们围着迟老师不停的说
着：“老师辛苦了，把孩子交
给你，我们放心！”

作为教研组长的她，每
天放学后还在在组群里和青
年教师进行教研，不厌其烦
地为青年教师解惑，支招。

为一年新生奉献一场润
物无声的爱。

有人说：“用心灵赢得心
灵，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这
就意味着教师必须具备奉献
精神，敬业精神，迟颖萍老师

的确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典
范。自从她接任一年级班主
任一职后，面对开学之初一
年级新生很强的分离焦虑，
情绪不稳定，甚至哭闹不止，
她不仅很有耐心，而且能够
关注到每个学生的情绪，跟
他们搂一搂，笑一笑，聊一
聊，孩子们纷纷卸下心防。午
睡时有的孩子不太能适应趴
在课桌上睡觉，总是翻来覆
去的动弹不停，她便一边轻
轻的拍着孩子的后背稳定情
绪，一边安慰她，直至孩子进
入梦乡。她给予孩子妈妈般
的爱，孩子们也亲切的叫“迟
妈妈”。付出终有收获，情意
无声弥坚。往昔的一幕幕，如
流水一般从眼前划过，每每
看到她教过的孩子们快乐地
成长在校园里，迟老师都像
浸润在蜜糖里一样。这应该
就是感为师者最真切的幸福
吧!

用爱托起了明天的太阳

姜淑玲老师现任荣成市
第十五中学初四政治教师及
教研组长，初四班主任，任教
24年以来，立足岗位，用爱心
呵护学生健康成长，教学成
绩优异。她还积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良好口碑

勤学苦练强内功
姜老师积极参加各种培

训，虚心向人请教，平时她认
真钻研教材和各种教学资
料，认真备好、上好每一节
课，研究符合学生实际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学
生成绩。校内姜老师虚心向
老教师学习；校外，姜老师虚
心向兄弟学校学习。她还积
极与全国思品同仁们交流，

学习他们先进的教学理念和
方法，关注教育新热点、新动
向，广泛搜集最新试题，精心
筛选，力争做到精选精练，提
高单位时间效率。

姜老师任教的成绩一直
名列全市前茅，并在全市政
治学科教研会上做过典型经
验交流，赢得了与会领导及
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她的《最
美是青春》在威海初中道德
与法治优秀微课评选中获得
一等奖，还荣获第二届“山东
出版杯”优秀微课程一等奖。

爱心浸润育蓓蕾
姜老师用心陪伴青春期

的学生，细心观察他们的精
神状态，经常和学生谈心，了
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并采用
各种方式疏导学生的不良情
绪。她经常深入学生家庭，引
导帮助家长转变教育理念和
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为了更好地当好班主任，
姜老师参加了全国班主任成
长研究会，并积极自费参加
各方面学习，2015年自费考

取了生涯规划师，2018年考
取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又考取了国家高级家庭教育
指导师。姜老师给学生做了
学习的榜样，她的业务水平
也有了很大提高。最近几年，
她所任班级中考上线率名列
全市前茅。

热衷公益传爱心
独行近，众行远，跟着正

能量团队不孤单，姜老师先后
加入了荣成引航爱心团队，长
城爱心大本营，烟台扬帆助学
公益组织。闲暇之余，姜老师
经常一家三口参加公益活动，
到敬老院参加助老活动，为老
人包饺子，给老人剪指甲，陪
老人聊聊天。在她的影响带动
下，许多学生毕业后也踏上了
公益之路。一花独放不是春，
万紫千红春满园。姜老师用她
的善举、善行，用无私的爱和
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
大批学生和家长，她在学习之
路上会越走越有力量，在公益
之路上会越走越有希望，在教
学之路上会越走越精彩。

真情款款育桃李 爱心满满献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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