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第一中学教师柯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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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

本报讯（曹雪琪 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教育大计，教师
为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今年迎来了第34个教师节，今年
教师节的主题是：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为庆祝教师节，展现我市各校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的风貌，
配合市教育局第三届“德艺双馨”育人楷模评选活动，浔阳晚
报联合市教育局开展第四届“市民最感恩的老师”评选暨“幽
兰敬师”活动，并推出《2018教师节——师魂颂》系列报道。

活动一：开展第四届“市民最感恩的老师”评选活动
“市民最感恩的老师”已经进行了三届，每年都在教育系

统产生强烈的反响，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尊师重教氛
围。第四届“市民最感恩的老师”评选活动是为深入挖掘宣
传优秀教师典型，讲好教书育人故事，生动展现当代教师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成绩凸显的大美形象，通过学校推荐、微
信点赞和评审委员会评审相结合，产生第四届 20名“市民最
感恩的老师”和 20名“市民热爱的老师”，进行事迹宣讲和公
益支教。

请各参与单位推荐一名本单位名师参评，在 8月 22日前
报送 800字以内的文字材料和个人工作或生活照片一张，发

至616257467@qq.com邮箱。
评选活动覆盖所有市直学校和县（市、区、山）教育局，达

到覆盖面广，涉及教师群体多，展现典型优，市民参与众，社会
影响大的效果。

活动二：推出《2018教师节--师魂颂》专题报道
为展示我市教育系统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推进“343”

改革攻坚计划中，各校在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围绕“人本、公
平、优质、幸福”教育目标的具体实践，展示全市各局、各校教
育风采，报道教师节社会各界敬师爱生的活动。

本次专题系列报道活动，还将通过“青蓝传承”，寻找6名
与年轻老师结对子取得成效的资深教师讲述教育教学精髓；
通过“创新教学”，寻找 6名年轻教师讲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不断创新，更新教法，取得成效的体会。通过“信”念恩师：征
集6篇已毕业学生给老师写的一封信，讲述师恩难忘的故事，
要求事迹真实，感染力强。

通过“深情祝福”，展示在“市民感恩的老师”评选过程中，
选登市民送给老师的祝福语。

通过“情系教育”，报道我市社会各界情系教育的做法，展

示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和情怀。
征集“敬师征文”，在中小学生中弘扬敬师之风，从不同年

级选取9篇情感真挚，事迹感人优秀征文进行刊登，这项活动
涉及到 100名教师的风采展示，全方位展现教师整体风貌。
投稿邮箱：616257467@qq.com。

推出《教育风采》专题，展现学校办学实力、展现名师风
采，介绍我市先进学校的办学经验和亮点工作，以及取得的教
学成果；刊登校长对学校老师或学生群体的寄语；本校师德师
风建设的先进经验和良好成效。宣传学校开展“343”专项活

动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对改革攻坚，推进优质均衡教学，不断
探索新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方式，且取得一定成效的学校进行
采访报道。

活动三：“幽兰敬师”颁奖典礼暨2018年幽兰名师支教
行启动

活动还将举办“幽兰敬师”颁奖典礼，邀请市教育局负责
人、九江日报社和浔阳晚报负责人、获奖老师、获奖单位代表、
情系教育公益单位代表为“市民最感恩的老师”和“市民热爱
的老师”颁奖，并开展支教工作。

他是一名80后青年教师、第一年担
任高三班主任工作，班上 5名同学录取
北大、清华。作为九江市第一中学的物
理奥赛主教练，三届学生中22人获江西
省赛区一等奖，其中 1人获金牌，1人获
银牌，3人获铜牌，获奖人数位居全省前
列。这个 6月，他更成了众多家长交口
称赞的老师，班上的傅林轲同学以 718
分夺得江西省第一名，江政昊同学以
696分夺得江西省第十名。他就是九江
市第一中学高三（23）班班主任兼物理教
师柯尧。

柯尧 2006 年毕业于西南大学物理
专业，同年开始任教于九江一中，是物理
一级教师，物理奥赛特级教练。

2010年，是柯尧担任物理奥赛教练
的第一年，他在第28届全国中学生物理
奥赛中，7人获赛区一等奖，1人进入冬
令营获得铜牌并保送北京大学。之后每
年都延续着好成绩。

辅导学生奥赛是一件很辛苦的工
作。每年寒暑假，柯尧都扑在了奥赛辅

导工作上面，有时候为了给学生讲 1个
小时的题，自己在课余时间要花 3个小
时，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他的一对双胞
胎孩子 2岁了，却很少有与父亲在一起
玩耍的机会。

2016年，高一下学期柯尧首次担任
班主任。班上学生对柯尧的“民主带班”
理念津津乐道，班上实行“每日班级管理
员”制度，由学生们轮流担任班级管理员
工作。“这对学生来说，既能锻炼学生们
的管理能力和培养责任感，又避免了以
往一个同学担任班干部影响学习的情
况。”柯尧会每日罗列班级的管理任务，
做到既民主又规范。

和民主的班级管理方式一样，柯尧
在对学生的发展也充分民主，尊重学生
的兴趣。高中三年柯尧给班上学生制
定了管理目标，高一、高二阶段，鼓励每
个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踢足球、
练古筝、学舞蹈……周末课余时间，学
生们尽可能地发展这些兴趣爱好。到
了高三阶段，柯尧便要求学生全身心地

投入到学业上来，进入最后的冲刺阶
段。“高考考验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心
态。让学生高一、高二适当发展自己的
爱好，实际上也是一种解压方式，高三
更好地投入学习中去。”柯尧认为松弛
有度，方得始终。

从教以来，柯尧也在不断提升自己
的专业能力。先后多次参加省市青年教
师优质课大赛，多次获得一等奖；近 10
篇论文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2017年12
月省级课题《尖子生高中物理学习的“瓶
颈”探究及应对策略》结题，曾获“江西省
学术骨干”称号。由于教学业绩突出，得
到了教育界的一致好评。

很多熟识柯尧的同事、朋友都知道，
他能取得这些成绩绝非偶然，背后是他
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和特别能吃苦的精
神。“要做就要做到更好”是柯尧在日常
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他认为自己可能
不是那个能力最强的，但他努力做到让
自己满意，比之前的自己更好，对得起学
生的这份信任。

1998 年，熊文婷怀揣着对工
作的一腔热情，迈入了幼儿园的大
门，在幼教岗位上坚守了 20个春
秋。在20年的工作实践中，她始终
躬根在幼教一线岗位，用爱心和她
的孩子们一起谱写人生快乐的篇
章。一直以来，熊文婷为能成为一
名幼儿教师而感到光荣。她陪伴孩
子们一路走来，幸福相守。从孩子
们眼中的“大姐姐”变成了“好妈
妈”。时光在流逝，但她热爱孩子、
热爱工作的心却未曾改变。

熊文婷知道，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幼儿教师，需要不断地加强学
习，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
养。20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广
猎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经验和方法，
积极参加省市级各类教学竞赛，制
作的微课《品味中国茶》获省一等
奖；撰写的教学案例《发现孩子闪
光点》、《小树叶“变形记”》等分获
省二、三等奖；在江西省幼儿教师

技能技巧比赛中，获省说课二等
奖、市全能一等奖；参与制作的教
玩具获市级比赛一等奖。多年来，
熊文婷还十分注重教学研究，参与
的市级课题《幼儿园爱国主义的启
蒙教育研究》于2016年圆满结题；
省级课题《民间工艺在幼儿园美术
教育中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完成了
预期的研究任务，即将申报结题；
2017年，她担任主持的课题《食育
教育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实践
研究》已被立项为市级课题。由于
工作成绩突出，她多次被评选为园
先进工作者，并获得“九江市优秀
教师”、“九江市骨干教师”等光荣
称号。

熊文婷是一个善于思考，勇于
创新的人。每一次教学活动，她总
是以饱满的热情与爱心，投入到与
孩子们的互动中。教学中每一个
问题设置是否符合幼儿的学习能
力要求、设计的活动方法是否能激

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教学场景的给
予是不是能促进幼儿深层次的发
展……所有的一切，都是熊文婷在
教学活动前期准备工作中不断思
考的地方，因为对于她而言，有价
值的教学活动就是要用最适合的
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获得长远性发展。在熊文婷
的心中，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重要，
她像妈妈一样细心呵护着他们健
康成长。“带着对这些小生命的敬
畏，让每一个孩子充满自信的与
大家生活在一起”，这是熊文婷多
年来一直努力并坚持的教学原
则，而这也让她成为孩子们心中最
喜欢的老师。

作为一名平凡的幼儿教师，熊
文婷老师体验着教育者的快乐，收
获着桃李芬芳带来的幸福，她无悔
自己是一名幼儿教师。她将在幼
教这片土壤上，一直陪伴孩子们继
续前行。

工作 11 年以来，文雯老师一
直默默耕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以

“爱与责任”践行教书育人，受到了
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好评。文雯对

“教书育人”的理解是，一个教师不
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
要有人格魅力，这个魅力具体表现
在“三真”上，即做学问真实，对学
生真心，对同事真诚。在长期的教
学生涯中，她淡泊名利，全心教书，
全意育人。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文雯并不
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她不断探索、
锐意创新、求真务实、模范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始终践行着当一名好
教师、好班主任的人生目标，她把
满腔的热情全部倾注到了学生身
上。她常常和学生在课下聊天，了

解学生的喜好和情绪变化，拉近和
学生的距离。同学们也都喜欢向
她的手机发微信求教问题，不管有
多忙，文雯都会尽可能地及时回
复。作为班主任，她像家长般地对
待学生，组织班上的同学给过生日
的同学送祝福，让他们充分感受学
校的温暖。举办网络安全队会课，
避免学生误入歧途。到了学期末
临考前，她会比学生更着急，又是
检查复习计划，又是联络各任课教
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不及格，
让学生安心过好春节和暑假，这些
举措对于营造和谐的育人环境起
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多年来，她所带的班级班风
正、学风浓，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文
体活动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学

校的表彰，获得精神文明班的光
荣称号。

文雯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那
就是对工作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对学生要真情实感，富有爱心。正
是拥有这个信念，她从未放弃对工
作的热爱，尽职尽责，勇于创新，时
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
己，深受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的
好评，是学校优秀教师的代表。在
多年的教育教学中，文雯老师被评
为九江市骨干教师、九江市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全国小学数学竞赛优
秀辅导员，荣获中小学德育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数学、品德教学先进
个人称号，所撰写的教育教学论文
多次获省、市一等奖，执教的公开
课多次在市里获一等奖。

她，以一颗母亲般的心绪，关爱着每
一个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孩子们都视她
为“母亲”；她，以一个大姐的心胸，包容
和抚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孩子们私下
里都称呼她“小兰姐”。她就是九江市田
家炳实验中学教师李小兰。

李老师在田中连续担任了 18年的
班主任最注重的就是情感教育，她深深
理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真谛，以致
乐于“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
2000年，她初次来到九江市田家炳实验
中学工作，担任初一（5）班的班主任。这
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学生有的来自离异
家庭，有的是孤儿，有的是残疾孩子……
面对这样一群孩子，李老师没有望而却
步，而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从她
接手的第一天起，她就将自己定位为不

仅是他们的数学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
更是他们的“母亲”，她要为这些孩子营
造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家”。

在李老师的班里，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空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理想。
18年来，李老师在田中连续带了六届学
生，特别是2006-2012年的六年时间里，
她带了两届学生全住校的班级，自己也
是在校园全天候陪伴孩子们，含辛茹苦，
用自己全部的爱，点燃孩子的心灵之
光。她所带的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年
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李老师深爱教育，深爱学生，无论环
境多么艰苦，她都一心扑在教书育人工
作上。在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自我
的同时，她不断探寻新的育人形式，新的
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手段，她非常注重起

始年级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的培
养。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她总结出了
一套“自主预习——分类归纳——应用
提高”三结合的教学方法，自己教得活
泼，学生学得轻松。“听李老师讲课是一
种享受。”听过她课的人都这么评价。

从教29年来，无论是在县乡镇学校
还是市直学校，李小兰老师所带的初中
毕业班中考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几
乎年年都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师，先后荣获
过县区“三八红旗手”“优秀青年教师”等
称号；在田中工作的18年里，先后被评为
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市师德标兵、市优
秀班主任和市骨干教师，市首届“百姓心
目中喜欢的好老师”等称号。个人先进事
迹《点燃孩子们的心灵之光》收录九江市
教育局主编的《为了明天的太阳》一书。

■ 熊丹 整理

敢想敢做、敢拼敢成 为学生绘出最美人生弧线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教师李小兰
田苑幽兰，馨香芳远

■ 浔阳晚报记者 樊绍红 整理

躬根幼教 青春无悔
九江市中心幼儿园教师熊文婷

■ 熊丹 整理

九江实华学校教师文雯 将“爱与责任”进行到底

■ 熊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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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感恩的老师”开始评选了
2018教师节《师魂颂》系列报道正式拉开帷幕

2018年市民最感恩老师事迹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