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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六中校长 梁明
在第 34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在这个举国
同庆的日子里，我谨代表六中党总支、校长
室向全校教师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深深的祝
福！同时，希望大家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节日里，能够进一步体味教育的意义，感受教
育春天的气息。教育是国计民生，是强国之
本，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从来没有哪一个
时候的教育像今天这样深受党和政府重视，
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的教育像今天这样备受
社会与家庭的关注。今天的教育是国家意
志，是最大的民生。
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作为六中教
师，我希望我们有一种思想共识和行动共为，
那就是，
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做教育，
都要把教
育做好，以真正培育好每一个孩子，以真正发
展好我们的学校，
并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六中从建校至今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可
谓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但时至今日，六中初
中教育质量在九江市能够拥有一席之地，高
中美术特色教育师资雄厚，模式成熟，成绩突
出，特别是六中教育生态良好，内涵丰富，方
向正确，格局全新，充满发展的张力。这一
切，既是时代进步和九江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更是一代一代六中人殚精竭虑、孜孜以
求、心无旁骛、无私奉献的结果。
回首六中 40 多年的发展之路，其教书育
人、办校治学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无论在
怎样窘迫的条件下，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
障碍，六中人都能始终秉持对教育的敬畏，始
终葆有对教育的激情，始终追求教育的作为，
同时，还能保持一份教育的清醒，保持一份教
育的纯粹和朴素。

九江市六中

今天的九江教育正健步行走在一个高位
发展的全新格局之中，并将在资源扩充整合
的过程中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期。六中
教育欣逢盛世，适逢其时。但我以为，全体六
中人只有真正把握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才
有可能赢得下一步更大的发展前景。最为要
紧的是，我们该如何把握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呢？我以为，我们一定要发扬六中优良传统，
保持六中人沉勇务实、敢于担当、不负使命的
精神特质，坚持平民教育的办学定位，坚持办
简单朴素的教育理念，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
并努力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不忘初心，坚
守信念，在把教育做正确的前提下，尽己所能
做好教育。
实 事 求 是 地 讲 ，今 天 的 六 中 和 市 直 老
牌重点中学之间的确在客观上存在诸多差
距，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九江基础教育格
局大调整大变革中，六中人更要有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发展六中的使命感，从认识
到行动上致力于初中崛起和中兴，致力于
高中美术特色的品牌建设和持续发展。在
发展大势面前，六中人必须思想统一，行动
有力，紧扣质量，奋勇向前。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都必须遵循
教育的规律。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立足
教育办学校，做好教育培养人。也就是说，
在六中发展之路上，无论挑战多么严峻，时
间多么紧迫，我们对于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都要有理性的认识、科学的思考和中肯的
把握，那就是，教育之路没有捷径，我们不
追求跨越发展和弯道超车，而是在想清楚
想明白六中教育该怎么办的前提下， 深怀

感 情 做 教 育 ，富 于 理 念
做 教 育 ，贴 近 规 律 做 教
育，心境宁静做教育。
令人欣慰的是，
继现
代生活教育、家庭教育、
美术特色教育之后，
我们
又顺利组织实施了校本
课程、学生社团、阳光体
育运动、名师工作室等教
育实践活动，
六中的素质
教育已初具体系，
并朝着
进一步满足学生成长需要的方向迈出了一大
步。在后续发展中，
“无论如何，
六中人都得做
教育，
都要做好教育”
，
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
因素，那就是，我们必须朝着教育现代化的方
向做教育。
近些年来，在教育局领导的关心下，六
中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配置在原有的基础上
整体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值得自我肯定
的是，在 2017 年度全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
创建工作评估中，九江六中位居 181 所被评
估的高（完）中学校中的第二名。然而，对于
教育现代化，我特别想阐明的是，其本质不在
于物的现代化和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评估排
位多少名，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人自身
的现代化，教育人现代化的标志是教育思想
理念的现代觉醒和现代认识。具体来讲，这
种现代觉醒和现代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于“人本”的理解；第二个
方面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预判。现代
社会“人本”的核心理念是忠实于人性的本
能，崇尚人性的发展规律。至于人类社会发

十佳班主任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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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在哪里，我以为，其必定在不断地变得
公正、变得合理、变得法治，不断地富于文明、
趋于科学，不断地让人的生命更加舒展、走向
光明。
由此可见，所谓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做教
育，就是要以正确的教育法则和教育方式，弘
扬人性的优点，扼制人性的劣根，以尽可能地
让每个受教育者的人格变得更优秀、更完善，
并能更加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成为推
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第 34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由衷地希
望六中全体教师，无论如何，都得做教育，都
要做好教育。事实上，在 40 多年的办学历程
中，每一代六中人都曾以纯正的教育姿态朴
实地做着六中的教育。在新的时期里，我们
更要朝着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更加科学地做
教育，更加人文地做教育，更加开放地做教
育，以让六中的教育做得更有内涵，更有温
度，
更有建树。
最后，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金秋吉祥，
事业有成，
人生幸福！

十佳教职工感言

班主任就是一座桥梁，沟
通着家庭与学校，承载着学生
的未来。班主任既要教育学
生，更要引领一个个家庭，一起
助力孩子们的成长！班主任是
我的名片，
我骄傲！
—— 曹江萍

不同阶段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责
任与使命，中学教育要传递学生知识，
要锻炼学生能力，要尽可能让学生赢
得一份满意的中高考成绩，尤其是我
们的学生，作为普通百姓的子女，还要
籍此来改变他们固化的命运格局。
—— 扈 晶

从走上讲台的第一
天起，我就无悔坚守在
这里教书育人。跨上讲
台也许只用一步，但三
尺讲台却是我一生也走
不完的路程。
—— 邓建兵

在六中从教已经二
十七年，一直尽力去做
一个关心学生，爱护学
生的好老师。也依然热
爱教育事业，依然还想
做一个好老师！
—— 余绍群

爱是班主任最恒久绵长的
力量，
让每个孩子在四季变换中
体会爱、
表达爱，
富有爱心；
耐心
是班主任无往不利的法宝，
允许
每个孩子在不足、犯错中成长，
包容他、
引导他，
静等花开。
—— 李佳明

在职业尊严中感悟幸福，
在授业解惑中感悟幸福，在成
长进步中感悟幸福，在爱心奉
献中感悟幸福。
“ 教师”这一职
业，一旦爱上，喜你为疾，药石
无医。
—— 刘书含

工作脚踏实地，以
教导学生成人、做事、读
书为己任，践行“爱心、
耐心、用心”，深受学生、
家长的好评和喜爱。
—— 王泽阳

唯有在精神上真正
站起来的人，才能获得
彻底的愉快。一个教师
心中有爱，也自会心中
有人。
—— 彭小喜

爱在左，责任在右，走在教
育之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
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
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学子，踏
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流，
却觉幸福。
—— 聂文智

心存善念,平等待人，做学
生 的 益 友; 严 格 要 求 ，身 体 力
行，
做学生的榜样。
—— 彭小喜

为了让每个孩子脸
上都充满爱的阳光，充
满微笑，我们必须以欣
赏者的身份来看待他
们，以宽容真诚的心去
接纳他们。
—— 刘珍凤

在教育中，一切师
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
格，我愿像蚂蚁一样工
作，
像蝴蝶一样生活！
—— 杜晓雯

我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学
生的姐姐，我关心他们的成绩，
也倾听他们的烦恼，用良心、耐
心与爱心，相伴学生走过这一
段人生旅程。
—— 余惠慧

班主任工作繁忙又琐碎，
辛苦中也有甘甜。尽力去了解
关心爱护学生，让他们健康快
乐的成长！
—— 余绍群

作为一名教师，除
了传授文化知识，更多
的需要走进孩子及家长
的心灵深处。
—— 何梦霞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
修行，帮助学生，成就自
我。
—— 曹小芬

短短两年多的班主任工作
让我感悟到：爱是教育的“润滑
让我感悟到：
剂 ”，是进行教育的必要条件
是进行教育的必要条件。
。
当教师全身心地爱护、
当教师全身心地爱护
、关心
关心、
、帮
助学生，
助学生
，做学生的贴心人时
做学生的贴心人时，
，师
爱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爱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
—— 赵唐俊

古语曰：
“ 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作为班主任难免都会碰
到一些“坚硬的石头”，但是如
何把他们雕刻成能绽放异彩的
玉，这就需要“匠师们”的精心
雕琢。
—— 朱雪莲

教师教给学生的绝
对不仅是知识而是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信仰，一
种力量。
—— 陈 慧

对教育事业满腔热
情，对专业精益求精，对
学生一往情深。
—— 卢 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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