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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心兰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广大教师要

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习近平

□本报记者 陈全义 齐 放 通讯员 丁俊生 王锦伟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
一生秉烛铸民魂。”

大江奔涌伟大时代，为人师者勇立潮头。
刘博，2015年度“感动漯河十大人物”、漯

河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孙晓兰，2013年度“感动漯河十大人物”。
冀莉琴，第三届“漯河市道德模范特别

奖”获得者。
陈静，漯河市第五届道德模范候选人，中

原名师培养对象。
……
他们，是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

“漯河二实小”）的优秀教师代表。
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时刻牢记党和

人民的重托，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
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甘当“教育改革的
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
者”。

漯河二实小为何能扎堆出现道德模范人
物？那是因为，这里有培养出道德模范人物
的深厚土壤。

博洽多闻，传承文化守望课堂

静水流深，潜心科研锐意创新

“他用别开生面的教学，传承文
化经典；他用锲而不舍的坚持，描绘
美丽的画卷。经典诵读是他的梦，他
点燃的不仅是知识的火炬，更是高贵
的心灵。”这是他被评为“感动漯河十
大人物”时的颁奖词。

刘博，男，中共党员，网名“阿博
老师”，漯河二实小语文教师，2015年
度漯河市“最美教师”、2015 年度“感
动漯河十大人物”、漯河市第四届道
德模范、市优秀教师、市文明教师、市
优秀班主任、漯河市“教坛新秀”、漯
河市五星级志愿者。

五年前，刘博在所教班级大胆
进行语文课程改革，对教材进行重
新整合，并将传统经典大量引入课
堂，以实现学生语文素养和道德水
平的提升。走进他的课堂，没有繁
琐的教材讲解，没有费时费力的题
海战术，有的是琅琅诵读声。从《论
语》到《大学》，从《易经》到《道德
经》，从《孟子》到《古文观止》，学生
们沉浸在传统经典的文字当中，诵
读着、品悟着、快乐着。

2013 年暑假，刘博成立了“诵读

小灶”，组织学生进行集中诵读经典，
热心家长还特意为他们制作了条
幅。因为是公益免费的活动，他们把
诵读的地点选在了景色宜人的犇
园。刘老师的学生自带小凳和水杯，
一读就是一个上午，清新的空气，热
情的弟子，琅琅的书声，这一切构成
了犇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
诵读小组引来了其他家长和孩子的
兴趣，他们纷纷加入。参加过多次诵
读的王明博同学说：“刘老师是无私
的，他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义务带
领我们诵读经典，从这些经典中我们
领悟到很多智慧哲理，更可贵的是，
我们还从刘老师身上学到了向学之
志和儒雅之心。”

一直以来，刘博始终把师德师
风摆在教育教学的首要位置，用点
点滴滴的爱关注着每一位学生。课
堂上，他把中华优秀传统经典融入
课程，带领学生们在华夏五千年的
文明海洋中徜徉；课堂外，他热心公
益，从放学后的“诵读小灶”到周末
的“公益诵读班”，从漯河市许慎文
化园的义务讲座到全国“传统文化
进校园”公益宣讲，他用实际行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截至目前，刘博老师已举办过
525 次公益诵读活动，受益人数累计
近3万人，其对传统文化的热忱深深
地感动着更多的人。他曾在漯河、郑
州、开封、平顶山、驻马店、信阳、南阳
和北京、山东、河北、湖北、湖南、江
苏、安徽义务分享交流50 余场，深受
各界好评。《教育时报》、《漯河日报》、

《漯河晚报》、《读经》杂志、河南电视
台、漯河电视台等媒体曾多次对其善
行进行过报道。

一颗赤子之心，一腔男儿热血，
一擎光明灯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阿博老
师”回归传统守望课堂，用爱筑起中
国梦！

人如其名，她似一株幽兰，浑身散发着
迷人的芳香，以自身的芬芳熏陶和感染着每
一个孩子，用无私的爱滋润每一棵幼苗。

孙晓兰，女，中共党员，中小学一级教
师，省骨干教师，2013年度“感动漯河十大人
物”。她先后被评为“漯河市十佳市民”、“漯
河市十佳师德标兵”、“漯河市师德先进个
人”、“漯河市优秀教师”、“漯河市文明教师”、

“漯河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漯河市十
佳班主任”、“漯河市优秀班主任”、“河南省优

秀班主任”等，荣获市级以上奖励80多次。
“三尺讲台是她丰饶的土地，带病坚守

岗位的她把孩子们的心照亮，耳鬓渐染霜
雪，教苑痴心不改，廿载含辛显执著，无声大
爱铸师魂。”这是在“感动漯河十大人物”颁
奖典礼上，组委会对孙晓兰的颁奖词。

自主管理是她发展学生潜能的主要手
段。每接一个班，她都在班里举行“我为班级
添光彩”主题班会，并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齐
呼“让班级因我而骄傲，因我而自豪”的口号，
令学生信心倍增。她常常强调：学生能做的
事，老师不做。她设立值日班长，给每个学生
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并增设了许多管理小
岗位：“百灵鸟”负责组织班内学生进行晨读；

“文明礼貌使者”督促红领巾的佩戴和课间文
明活动等，让学生在做事中实现自我服务、自
我管理，从而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她胸怀教育事业，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架
起桥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铺设跑道。2015
年9月，她响应号召下乡支教，到舞阳县太
尉镇郭寺小学担任三年级语文老师。她看
到学生很少有课外书，就多次从家里带去
200多本送给学生们，看到学生们如饥似渴
的样子，她内心十分喜悦。

身为省级骨干教师，她积极发挥引领作
用，帮助青年教师上公开课。她还为太尉镇
小学语文老师上示范课，组织他们到漯河二
实小听课，加强交流，共同提高。2016 年 6
月，郭寺小学的老师们带着写有“支教楷模，
友谊永存”的锦旗到漯河二实小表达谢意。

冀莉琴，女，中共党员，漯河二实小数学
教师，是“漯河市第三届道德模范特别奖”获
得者，先后被评为“漯河市百名师德先进个
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漯河市无偿
献血奉献奖一等奖。她执教的课和撰写的
论文多次在省市获奖，并被评为漯河市优秀
辅导员，被市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她致力打造以学生为主的轻松愉悦的
探究课堂。对刚入学的学生用数小棒、摆圆
片来数数，理解简单应用题，接着用折一折、

剪一剪、拼一拼理解长方
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后来
中高年级平面图形和立
体图形，也都是通过学生
动手操作理解并掌握计
算方法。在动手操作的
过程中，学生们为自己的
发现激动，为别人的智慧
点赞，为获得新知骄傲，
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越来
越浓厚。课余的时间，她
鼓励学生多读书，写数学
日记，比如“分水果”、“去
超市购物”等，把所学知
识运用到生活中去。家
长都认为孩子学得轻松，
成绩又好，把孩子放到她
的班，很放心。

从教二十多年，她把
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
的孩子，用爱的雨露呵护
幼苗茁壮成长。为了给
每个孩子锻炼的机会，她
坚持“课前三分钟”活动，
每天选一个孩子，可以讲

数学小故事，也可以出数学趣题，然后把孩
子的表现录下来，传到班级微信群里。家长
很支持，孩子们更是为了一次机会百倍努
力，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在学校举行的各项
测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04年，她的爱人确认得了脑瘤，病情
数次恶化。她不离不弃，甚至在医院已放弃
治疗的情况下，耐心鼓励爱人与病魔做斗
争。在她精心呵护下，丈夫重新站了起来，
创造了大家眼中的奇迹。她得到了学校领
导和同事们的无私帮助，也想把这份爱传递
下去。十多年来，她共献血60次，还是一名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除了做好本职工
作外，她还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做志愿服务，
奉献满腔热血，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

琴心剑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如果有一种声音可以影响一
个人的思想，这其中一定有他们的
嘹亮；如果有一种力量可以指引人
生的方向，这其中一定有他们的光
芒。他们，就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漯河二实小的优秀教师不断
涌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校领
导表示，因为这里有教师们快速成
长的深厚土壤，并且有完善的制度
和健全的机制做保障。

学校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努力
培养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履行
神圣职责，造就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师德风范和职业素养。同时，
制定了一系列师德建设规章制度，
如《漯河二实小教师职业道德“十
不准”》、《漯河二实小教师违反师
德处理办法》，规范教师的行为。

为增强教师们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学校从“师品、师智、师能、师
表”四方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第
一，强化师品是前提。加强师德师
风的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鼓励老
师们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每学年
评选表彰一批“师德标兵”和“师
德先进个人”，用身边榜样的力量
引领老师促进自身提升。第二，拓
展师智是基础。“学高为师。”学校
引导老师多读书多学习，提升自身
才学，用丰富的学识来教育学生。
第三，提升师能是关键。学校主要
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本教研
活动，将常规管理和特色研讨融合

起来，促进教师快乐成长。第四，
师表引领是核心。要求教师把言
传和身教结合起来，以身作则、行
为示范，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
来影响学生。

师品、师智、师能、师表，“师德
八字”已经成为学校加强队伍建设
的行动指南，广大教师正是以这种
过硬的师德师风，赢得了学生的尊
重、家长的满意、社会的肯定。

锤炼高尚的师德，需要传承和
培养的过程。学校实施“青蓝工
程”、“名师伴我行”等活动，通过传
帮带，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造
就教育专家。

高尚的师德也必将促进良好
师风、教风、学风、校风的形成。学
校提出了“以科研促课改，以课改
求质量”的口号，引领广大教师大
胆探索，勇于创新。学校多个科研
课题在国家电教馆和省教育厅获
奖。同时，以经典诵读为切入点，
打造书香校园，形成了浓厚的书香
育人氛围。

教育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教
师是教育事业的基石。漯河二实
小的教师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业，兢兢业业立德树人，用智慧引
导学生打开知识之门，用爱心浇
灌出学生美丽的心灵之花，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
绩，为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3
月 20 日，《漯河晚报》用三个版面
报道了“春天老师”陈静在漯河晚
报大讲堂上的讲座盛况，在社会上
引起轰动。

陈静，女，民革党员，漯河二实
小语文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漯
河市第五届道德模范候选人。她
主持或参与省“十五”、“十一五”和
全国“十二五”等重点课题的科研
工作，成果获省级特等奖、一等奖
和国家级优秀奖。她先后荣获
2014 年度“漯河市首届青年拔尖
人才”、2015 年度“漯河市最美职
工”、“全国百佳语文教师”、“河南
省名师”、“河南省中小学教师教育
专家”、“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河南省级骨干教师”等荣誉。
陈静是漯河二实小优秀青年

教师的代表。
爱岗敬业，让梦想在创新中闪

光。她用非凡的创新精神诠释着
爱岗敬业的内涵，在语文教学的道
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景。她
改变“教教材”的策略，把“四书五
经”、古典诗词、现代散文等引进课
堂，让学生有了更广阔、更自由的
阅读空间，识字量、背诵量、阅读量
逐步增加。

整合资源，开发“我行我秀”班
本课程。在陈老师的课堂上，她努
力让体验变成学习的资源。每学
期的开学第一课，都是陈静班级的
孩子最期待的。暑假后的“大眼睛
看中国”专题活动，寒假过后的“我
和我的春节故事”，还有更多因生
而设的班本课程，丰富了学生的童
年。

关爱学生，让教师成为最温暖
的词语。班上每个学生过生日，陈
静都会在校园里为其拍一组照片，
留下宝贵瞬间。在微信公众号上，

陈静开辟了专栏“静眼看学生”系
列，为学生写信，让学生通过这一
特殊的方式，感受到老师的关爱。

热心公益，让生命在奉献中快
乐。2015 年 9 月，“陈静名师工作
室”成立；随后，“陈静名师工作室”
公众号开通。2016年1月底，刚放
寒假，陈静成立了“公益静学堂”，
每天带领孩子们诵读经典，让学生
得到心灵的滋养。她是漯河市大
型公益活动“许慎学堂”的首席讲
师，举办多场公益讲座，传递国学
经典中的道德能量。她还多次应
邀到外地作专题讲座，被老师们称
作“超人静老师。”

2016年2月，《新班主任》杂志
将陈静选为封面人物，并用四个版
面刊登陈静与学生的阳光故事。
杂志社主编王玉梅评价她是一个

“向日葵老师”。陈静说：“我愿意
永远做一株向日葵，永远年轻，永
远热情，永远心怀感恩，永远向着
阳光微笑。”

坚守初心，砥砺奋进逐梦前行

近几年来，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先后荣获中国第四届和谐校园
先进学校、省文明单位、省师德师风先进校、省学校文化建设百佳学
校、省卫生先进单位、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进单位、省优秀少
先队等几十项集体荣誉。学校党支部多次被上级授予先进基层党
组织。同时，教师有200多人（次）在省级各项竞赛比赛活动中荣获
优异成绩；学生有4000余人（次）在国家、省、市、区级各项评比活动
中获得优异成绩。

10月9日上午，学生在做课间足球操。 本版图片均由齐放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