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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党员教师团队巡礼

不忘初心，他们勇于担当
鲍峰

党龄24年，不变的仍是初心
刘春光

学无止境，才能不辱使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积勋 郑黎黎

济宁市第十三中学，一所城区群众眼中的老牌名校。坐落在小洸河西岸，历经数十载，朗朗书声与潺潺水声为伴，已然成
为任城区这片热土上所不变的教育传承。而守护这份传承的，是一代又一代十三中人薪火相传的可贵精神。今天，在教教师节来
临的这一天，十余位十三中教师携手向教育事业表白。而在他们身后，是无数十三中人永远不变的教育初心。

济宁市第十三中学教学团队———

砥砺奋进数十载，不忘的仍是教育初心

1993年，我来到了济宁

市第十三中学。那时年轻，

好胜心强，满怀着一腔热

血，把一切都倾注在了三尺

讲台上。三年后，为了继续

鞭策自己不断前进，为了用

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教师。

一眨眼，我在语文一线

教学岗位上从教二十七载。

这27年来，我从班主任到教

研组长，送走了一届届毕业

生，更带出了一批批优秀青

年教师。一路走来，我时刻

提醒自己是一名党龄24年
的“老党员”，我要始终不忘

初心。面对学生，我视同自

己的孩子，从学习到生活，

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面对青年教师，我以“大家

长”自居，“蓝胜工程”中我

倾囊相授，带领他们尽快成

长。

这些年，从当班主任到

带毕业班，努力付出的同时

我也收获了无数荣誉。教学

能手、市优秀教师、区优秀

教师，每一次荣誉加身，都

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

的认识。

而我深知，“党员”这层

光环，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监

督着我、激励着我、引领着

我。所以我仍将继续怀着24

年前刚刚入党时的那份初

心，继续为教育事业奉献自

己的一切。

19岁那年，我成为了济

宁市第十三中学的一份子，

在这片教育的热土上，一干

就是24个年头。2004年，已

经成为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的我，从学校到我自己，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

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

所以说，在讲台上我虽

已经是一名“老兵”，但在党

员队伍中，我却自认还是一

名“新生”。庆幸的是，十三

中是一片历久弥新的教育

热土，她不断的给予我前进

的动力和机会。于是，我不

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榜

样。

在旁人眼中，我已连续

四年担任初四毕业班的数

学老师，这样的节奏虽然有

压力，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

个个家庭幸福的笑容，和对

学校充分的认可。所以，我

将继续遵从学校的安排，哪

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我相

信，这对我既是一种促进，

也是一种提升。

前些日子，学校开展了

“智慧讲堂”活动，在这里，

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生。身

为老师，我把自己二十余年

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的分

享给青年教师；身为学生，

我又如一块海绵，绵绵不绝

的学习着同事们的优秀教

学经验。我坚信，只有拥有

过硬的业务水平，才能肩负

起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使

命。

王瑞芳

老课新教，在教学路上探索不止

今年疫情期间，为了师

生健康着想，所有教学工作

全部转到网上进行。我身为

道德与法制教研组组长，深

知网上授课无论对于老师

还是对于学生，都是新奇而

陌生的。面对着新冠肺炎疫

情这场“无形”的战争，我意

识到我所教授的这门课，在

这一时期其实可以承担起

更为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

于是，我带领教研组大

胆创新，以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宗旨，在极短的

时间里，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工作、济宁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文明精神等

内容，打造了三个主题的全

新网课，在开展正式的道德

与法制课程之前，面向全校

学生传递正能量，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这样的创新，被上传到

“学习强国”平台后，引来许

多赞誉，也激励我这个已从

教18年的“老教师”，在教学

工作中继续引领创新，用更

加丰富、更加精彩的形式，

让道德与法制这门课受到

学生们的喜爱。

一直以来，我深知有

的家长对这门课带有一定

的偏见，但我却始终坚信，

对 学 生 的 教 育 只 有 先 立

德，方能再育人。所以，我

带领教研组的全体老师，

坚 持 不 懈 的 创 新 教 学 模

式，认真对待每一节课，用

业务能力和教学成果，来

把这门课打造成为十三中

的又一品牌课程。

青年教师团队巡礼

洋溢青春，他们开拓创新
黄永芳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
刘娟

学高为师，修己达人

2012年9月至今，在济

宁市第十三中学担任英语

教学工作，兼职学校宣传

工作和级部团委工作。自

工作以来，坚守教育一线

阵 地 ，兢 兢 业 业 ，恪 尽 职

守，积极进取，多次被评为

教学先进个人、优秀教师、

省优秀学员、优秀副班主

任，荣获市、区优质课一等

奖，省、市“一师一优课”等

荣誉。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

凭着对党一腔矢志不渝的

信念和热情，把对党的教

育事业的忠诚，对本职工

作的热爱，全部默默熔铸

于自己所从事的英语教学

工作中。

用爱心启迪孩子的心

灵，用激情点燃孩子的智

慧，善于拨动学生心灵的

琴弦，奏响英语教学的“生

命 交 响 曲 ”。别 开 生 面 的

“律动课堂”“情景教学”

“5P教学”，教给学生的，绝

不仅仅是英语知识，而是

如何在学习和生活中做最

好的自己。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

生因奋斗而升华。我愿意怀

揣着对职业的敬意和对学

生的爱，在教育路上耕耘、

探索、追求，用爱心扬起学

生理想的风帆，用青春谱写

豪迈的教育赞歌！

2014年，我第一次走进

济宁市第十三中学。六年

来，我从一名普通的语文教

师，渐渐成长起来，先后担

任班主任、年级组长。自工

作以来秉持学校“做有道德

的十三中人”核心价值理

念，逐渐成长为一名深受学

生爱戴，家长信赖的优秀人

民教师。

作为青年教师，谦逊好

学，主动向身边有经验的教

师请教；注重读书学习和钻

研，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对

学生要求严格，重视分层辅

导和个别帮扶，教学成绩突

出，曾获得任城区教学先进

个人称号。

作为班主任，我秉承着

“关爱学生，诲人不倦”的理

念，关爱每一个学生，坚持

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

鼓励学生追逐梦想；热心帮

扶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暖心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家访并资助特异体质学生，

曾获得任城区家访工作先

进个人和先进案例。

勇于担当，敬业奉献。

担任年级团总支期间，多次

组织学校活动和社会实践

活动，引导学生在生动的实

践中提升综合素质，曾获得

优秀团干部称号；指导学生

参加山东省中小学国防教

育演讲，曾获得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积极承担宣传工

作，对宣传材料精益求精，

曾多次发表新闻稿；参与多

个课题研究，主动承担研究

任务，不断提升研究能力。

张永晖

因材施教，不以成绩评学生

作为一名刚刚工作还

不满三年的年轻教师，凭借

着一腔热血奋斗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爱

校如家，爱生如子。济宁市

第十三中学对于我来说，有

着特别的意义：差不多十年

前，我就是从这所著名的重

点中学走出来的学生，如今

有幸重回母校，心里自然是

倍感荣幸。

在学校，年轻教师应该

主动承担工作，阅历足够丰

富，可帮助我们尽快成长和

进步。目前我担任2018级15
班副班主任，在韩主任的悉

心教导下，我伴着出生的红

日茁壮成长。2019年时，我带

领班级荣获任城区艺体大赛

第一名、济宁市艺体大赛第

四名的好成绩。新入职的青

年教师缺乏经验，但我有对

工作无限的热情，有朝气蓬

勃的生命力，用负责的态度

赢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

评。年级领导也对青年教师

关爱有加，将团总支的重任

交付与我，足以体现学校对

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也借

此机会，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

学上，我在各方面都严格要

求自己，从每节课的点滴小

事起，向有经验的中年教师、

势头正盛的骨干教师学习，

把自己的课做出特色。

我们青年教师也要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思想上学

习党的先进理念，争取尽早

入党，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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