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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的距离有多远
要解析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的 野年轻成长拼图冶
要要
阴 潘志明 毛一良
9袁 73袁 141袁 149袁 174遥
这一串数字是郑州市第八十五中
学 渊以下简称郑州八十五中冤 从 2008
年有第一届毕业生以来到 2012 年升入
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学生人数遥
这些数字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袁
但是和这些数字相关的一些现实袁 会
让人感慨院
郑州八十五中由国家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于 2006 年 8 月出资建
成袁 2008 年开始有第一届毕业生曰
学校位于城乡接合部袁 相当一部
分学生享受着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利
益袁 学习生活习惯较差曰
社区文明缺失袁 家庭教育留白曰
全体老师面向全国招聘而来袁 团
队精神需要打造袁 团队合作需要磨合曰
噎噎噎噎
这是摆在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尧 郑
州八十五中校长孔繁强面前的一堆碎
片袁 需要他去重新拼图遥 对外袁 他要
拿出成绩说服那些对学校抱着不信任
态度的家长曰 对内袁 他要引导思想时
有动摇的教师和一群顽皮尧 习惯不好
的孩子遥
七年下来袁 这所年轻的学校成了
区域热点学校袁 不但成绩连年攀 升袁
师生的生命状态甚至社区的文明状态
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袁 这里究竟发生了
什么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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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袁 影响一个 邻居袁 带动一个社区 袁
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遥 学
校在社区开展了诸如 野手拉手共建文
明社区冶 系列活动袁 体育队尧 文明小
队尧 环保小队尧 文明监督岗等进入社
区宣传教育遥
几年来袁 郑州八十五中建立了学
校尧 班级定期开放日和现场观摩制度袁
向社区尧 家长充分展示校园文化建设
现状与成果袁 使家长能对学校工作有
直接的了解袁 增强对学校的信任和支
持遥 学校将部分教育资源如室内体育
场等向区管委 会机关干部职工开放 袁
陆续向社区居民开放袁 将高标准的室
内羽毛球馆尧 篮球场等资源开放给社
区居民遥 这些举措搭建了学校文化和
社区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袁 丰富了社区
居民的文化生活袁 满足了社区居民的
学习尧 发展尧 健康尧 娱乐等需求袁 缩
小了学校与社区的距离遥
与此同时袁 郑州八十五中还关注
弱势群体袁 促进社区和谐发展遥 学校
在实施优质教育袁 不断满足社会尧 家
长和学生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
需求的同时袁 十分关注弱势群体享受
公平教育的权利问题袁 面向每一个学
生袁 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遥 学校
认真执行 野两免一补冶 政策袁 并建立
了助学金制度袁 认真做好帮困助学工
作袁 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而
辍学遥 学校关注特殊学生袁 不让一个
学生掉队袁 对每个特殊学生进行全面
综合的会诊袁 找准问题症结袁 对症下
药袁 让他们健康和谐全面发展遥 学校
以优质教育服务让这些孩子的家长看
到希望袁 树立信心袁 改善一个家庭的
精神世界和精神风貌袁 间接地提高家
长素质袁 从而整体促进社区和谐发展遥

感动遥冶
加市教研协作区的
孔繁强深知袁 除了学生袁 学校的
学科竞赛均取得团
发展更取决于教师遥 要想让老师把学
体第一名曰 理化生
校当成自己的 野家冶 一样经营袁 学校
教研组教师参加市
就要给他们 野家冶 的感觉遥 校长要把
科协与市教育局联
学校建成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袁 为每
合举办的优质课活
一位教师营造宽松尧 自由的工作环境袁
动袁 所有参赛教师全
让他们舒心地 野传道尧 授业尧 解惑冶袁
部获奖袁 郝玲红老师
让每一位教师在生活中享受工作的价
荣获全市第一名曰 体
值袁 在工作中感受教育的幸福遥 孔繁
音美教研组组织学生
强告诉老师们袁 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
参加市竞赛活动袁 一
天下袁 在工作上大家共同成长袁 而在
个学期内连获 6 个大
生活上袁 大家要相互关心尧 爱护遥 在
奖噎噎
郑州八十五中袁 每天一大早就能在校
孔 繁 强 说 院
门口看到孔繁强的身影遥 每逢雨雪天
野对于教研工作袁 我
气袁 他为老师们送去关心曰 每逢节假
没有豪言壮语和高
日袁 他给老师们带来祝福噎噎生活中
深的理论遥 我的见
的点点滴滴袁 使每位教师都感受到了
解很简单袁 那就是
野家冶 的温暖遥
耶贴近说爷 和 耶项链
谈起在学校的工作感受袁 2008 年
说爷遥 只有适合的才
调入该校的黄素玲老师说院 野我曾在
是最好的袁 不要以
多所学校就职袁 感觉在郑州八十五中
为课桌围起来了就
工作最舒心遥 校长在工作上尧 生活上
是课改袁 真正的道
处处与人为善袁 也引导我们教师坦诚
德课堂是找到了适
孔繁强校长 渊左一冤 带队走进社区家访袁 孩子和家长感到十分温暖遥
相待遥 没有心结袁 没有顾虑袁 在这里
合学生身心发展的
学会 野归 零冶袁 让 成长
我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工作热情遥冶
教学方法袁 让学生
持续
该校政治老师尧 郑州市名师樊战
在受尊重被认可的状态下成长曰 学校
打架不旷课了钥 就能考第一了钥爷 2007
育人的职责袁 扎扎 实实地去做工作 袁
杰虽然不到 30 岁袁 但已是学校的业务
的老师都很优秀袁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
年春节袁 又去家访袁 风凉话没了袁 渐
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去做事遥 孔繁强
如今的郑州八十五中袁 每面墙壁
骨干遥 他说他在工作上的成长尧 进步尧
璀璨的珍珠袁 但一颗珍珠无法成就一
渐养成良好习惯尧 各方面有了明显进
用信心和希望点燃了老师们内心深处
都 野说话冶袁 每一个角落都 野 唱歌冶袁
创新离不开孔繁强校长的大力支 持院
串项链的美丽袁 只有把自己融入学校
步的孩子袁 让家长主动把须发上挂着
的教育激情遥
每株花木都 野育人冶袁 学校逐步建成融
野作为一名年轻而又普通的教师袁 虽然
这个大家庭袁 优秀的团队文化和信念
冰霜尧 忍受着寒冷的老师们让进了暖
2008 年 5 月袁 郑州八十五中成功
野学园尧 花园尧 乐园冶 为一身的 野花园
积累了近 10 年的教学经验袁 但从未想
才能让大家释放出应有的光芒遥冶
意融融的屋里遥 2008 年袁 第一届毕业
野十一五冶 教育部重点课
从零开始袁 野开荒冶 在 申报了国家
式冶 学校遥 优美的环境给学生增添了
过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科教研之
生送走袁 郑州八十五中的养成 教育尧
题之子课题 叶促进城乡接合处优质学
教育发生的地方
生活和学习的乐趣袁 陶冶了学生的情
就在我的教学出现困惑的时 候袁
感恩教育尧 立体教育开始开花 结果袁
校教育发展策略的研究曳遥 这一课题也
激扬生命袁 做有温度的 路遥
操袁 促进了学生奋发向上遥 走进教室袁
孔校长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院 耶小
校风尧 学风尧 教风得到根本好转遥 再
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品牌的提升遥
教育
樊袁 咱们不能只满足
去家访袁 迎接学校老师的是一双双温
学校位于郑州市东南方的城乡接
于做一个教书 匠啊袁
暖的手袁 一颗颗火热的心袁 一句句感
合部袁 位置比较偏僻曰 周边小学多属
另类家访袁 荡起家校联 激的话语遥
要敢于做专家型的教
孔繁强始终认为袁 学生在学校不
直至今天袁 家访已经成为
村办袁 学生基础比较薄弱曰 家长文化
动新涟漪
师浴 你的教学很有成
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的袁 更重要的是
学校重点工作的一部分遥 坚持不懈的
素质偏低袁 家庭教育观念落后曰 受周
绩袁 为什么不好好总
要学会如何做人遥 深谙 野浇树要浇根袁
家访让学校尧 家庭尧 社区紧紧地联系
围环境影响袁 文化气氛不够浓厚袁 孩
结一下自己的特色
教人要教心冶 这一教育原则的孔繁强袁
在了一起遥 朴素的形式成就了强大的
2008 年 1 月 29 日袁 是郑州八十五
子习惯较差袁 自我教育能力较低噎噎
呢钥爷 在他的支持下袁
在逐步的摸索中袁 找到了一条德育工
立体教育合力袁 在无声地推动着孩子
中家访的日子遥 老师们在校长孔繁强
这种现状让很多老师失望袁 有的甚至
我经过不断摸索袁 总
作的新路径院 以感恩教育为主线袁 构
的成才尧 学校的发展尧 教育事业的腾
的带领下袁 雪中驱车赶往营岗村孙艳
打起了退堂鼓遥 老师们甚至认为孔繁
结出了 耶六化教学
建 野学校要家庭要社会冶 三位一体的
飞遥冶
花家遥
强也坚持不了袁 会跑掉遥
法爷遥冶
教育合力网络袁 为学生创造一个和谐
孙艳花早就起了床袁 她认真地打
教师军训的时候袁 刚好一位区里
王建锋老师袁
健康的成长空间遥 无论是以感恩教育
扫院落尧 擦拭桌椅尧 收拾房间遥 她的
的领导去慰问老师们遥 大家一看领导
教师专业提升袁 一个命 为主题的班会袁
2008 年 遭 遇 车 祸 袁
还是每年冬季集中进
妈妈也跟着忙里忙外遥
面孔变了袁 就想着孔校长是不是看到
题袁 多个成果
但却拄着拐杖坚守在
行的家访曰 无论是 野小交警冶 野小志
野赶紧进屋袁 屋里暖和遥冶 见到老
学校情况后不干了袁 跑掉了遥 一位老
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袁
愿者冶 等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开 展袁
师们袁 孙艳花和妈妈高兴地说遥
师当时发去短信询问袁 孔繁强就让她
成为 野拄着双拐的好
还是日常学习生活中言传身教的潜移
一位优秀的校长袁 意味着一所优
野谢谢浴 去过好几家了袁 也走暖和
转告老师们院 我们既然踏上了一条船袁
老师冶袁 感人 的精神
默化袁 孔繁强总是抓住教育的每一个
秀的学校曰 而一支优秀的教师 团队袁
了遥 老话说袁 下雪不冷化雪冷遥冶 孔繁
必须一起归岸曰 哪有船还没靠岸袁 船
学校 野名师工作室冶 组织说课比赛遥
至今在无声地传递着
契机袁 告诉孩子们 野只有先成人袁 才
则能奠定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遥 让
强笑道遥
长先跑的遥
郑州八十五中人无私
能够成才袁 继而获得成功冶遥 孔繁强
一支新组建的团队如何快速走上教师
野艳花在学校表现好袁 这次考试成
第一年学校只有七尧 八两个年级
干净的讲台上会有一杯氤氲着茶香的
奉献的正能量遥
说院 野我们就得善于把握教育时 机遥
专业发展的道路钥 这是提高学校教育
绩很优秀袁 我们是特地来给她发奖的遥
的学生袁 而这些学生有的是从外区转
热茶在等待着上课的老师曰 漫步在课
如果对学生出现的问题不敏感袁 错过
质量的一个根本问题之一遥 孔繁强坚
她的成绩也有您的一份功劳袁 我也给
回的袁 有的是辍学在家重新就读的 袁
随时随处会碰上三三两
了一两次的教育机会袁 也许就延缓了
信院 只要管理措施得当袁 只要能把教
您带来了优秀家长证书遥 谢谢您对孩
学生素质参差不齐遥 经过调研分 析袁
能量辐射袁 打造社区文 前的校园里袁
两朝气蓬勃尧 精神抖擞的学生噎噎亲
这所学校的发展遥冶
师的冷暖放在心头袁 一个新的 团队袁
子的关心袁 更感谢您对开发区和学校
学校认为教学质量是要经过一个周期
明策源地
切的问候尧 灿烂的微笑袁 让人很难想
中招考试过程中袁 孔繁强会对学
也许比一个旧有的团队更容易出成绩遥
教育事业的支持与
象这里几年前曾是那样的破败遥 野孩
校学生所在的考点进行逐一巡视袁 从
孔繁强首先要求全校教职员工每
配合遥 您辛苦了!冶
子比以前长大了袁 懂事多了袁 真没想
学校新建时袁 所处的社区居民和
郑州的东南角到郑州的西北边袁 为每
学期至少读三本书院 读一本政治方面
孔繁强说遥
到孩子能在短时间内进步这么快浴冶 在
家长大部分是 野农转非冶袁 文化素质普
个考点的每一位考生送去祝福遥 2012
的书袁 以长正气曰 读一本专业方面的
野我有啥功劳袁
郑州八十五中的教师办公室里袁 经常
遍偏低遥 在教育方面袁 不少家长自身
年 6 月 26 日上午袁 在郑州外国语学校
书袁 以增才气曰 读一本文学方面的书袁
都是老师教得好浴冶
有专程赶来致谢的家长说着这样的话遥
行为习惯差袁 家庭教育的基本知识贫
门口袁 考试结束后袁 走出校门的郑州
以添灵气遥 孔繁强带头读遥
这样的奖励袁 显然
已经毕业的学生给孔校长发来短
乏袁 加之辖区内小学毕业生中的佼佼
八十五中考生见到孔校长站在校门口袁
读书的同时袁 孔繁强还引导老师
出乎孙艳花妈妈的
信院 野父母的关爱让我感激袁 他们给
者都选择到市区初中就读袁 给学 校尧
激动尧 高兴地跑到孔校长跟前袁 与孔
加强 野贴近学生尧 贴近课堂尧 贴近教
意料袁 她一边高兴
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曰 老师的关爱更让
教师尧 学生形成了教育的异化局面遥
校长击掌相互鼓励遥 孔校长关切地询
材冶 课堂教学特色探索袁 构建高效道
地接过奖状袁 一边
我感动袁 他们让我离开了父母的怀抱
孔繁强认为袁 学校作为社区的组
问了孩子们的考试情况袁 催促他们赶
德课堂遥 野三贴近冶 成了郑州八十五
不好意思起来遥
就立即进入了另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
成部分袁 是重要的文化机构袁 具有知
紧吃饭尧 休息袁 以备最后一战袁 为中
中在探索适合学校发展模式过程中对
这是郑州八十
庭袁 那就是我们的母校要要
识尧 智力尧 场地尧 教育设备等方面的
招考试画上圆满句号遥 在学校门口等
课堂教学提出的标准和要求袁 其基本
五中校长孔繁强亲
要郑州八十
优势袁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可以成为
待的考生家长袁 也纷纷走向前袁 对领
思路是探索适合学校实际的课堂教学袁
自家访的 一个镜
五中遥 这里是我们成长尧 成才的地方袁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袁 为社区建
导的到来和关心表示感谢遥 在另外一
使学生在原有起点上都有进步和提高袁
头遥 从建校一开
是我们展翅飞翔的起点袁 是我们收获
设和提高市民素质发挥作用袁 促进社
个考场外袁 孔校长对送考家长们 说院
建设有效的课堂教学遥
始袁 孔繁强就把家
人生幸福的家园遥冶
区文化建设遥
野人的成长成功有多条道路袁 你们和孩
野三贴近冶 课堂教学特色袁 与郑州
访放在了一个十分
学校的成绩和社会美誉度正在逐
为此袁 郑州八十五中利用社区资
子共同选择了适合孩子发展的成长之
市倡导的道德课堂目标一致袁 让学生
重要的位置遥
年提升袁 对此袁 孔繁强有着清醒的认
校园英语角袁 给孩子一个展现风采的平台遥
源袁 加强和社区的沟通与合作袁 开放
路袁 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成才遥冶
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向善向上的
每年春节前 袁
识遥 他说院 野教育不像工业化生产标准
办学袁 并辐射社区建设院 开办学 校尧
孔繁强说袁 郑州八十五中带给他
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袁 促进学生的思
郑州八十五中就会
件袁 而更像是农民种庄稼袁 精耕细作尧
学段尧 年级尧 班级四级家长学校袁 提
的感触最多袁 从收到第一届毕业生的
维发展和精神成长遥 野三贴近冶 课堂
组成不同的家访组袁 深入到学生家中
才能够看出来的袁 在当时的情况下提
合理密植尧 施肥除草遥 农民种庄稼获得
供家庭教育指导曰 举办家教咨询 会尧
贺卡尧 信件时的感动袁 到教师节的小
教学特色有力地促进了郑州八十五中
进行家访遥 一张三好学生证书袁 一个
高学校的声誉只能看校风遥 校风是老
了一年的好收成并不代表来年同样会有
专题报告会尧 家长联系会袁 与家 庭尧
礼物袁 孩子们的纯真使人不得不更加
教育教学的改革袁 不仅提高了师生的
盖着 野奖冶 字的作业本袁 一张自制的
百姓短期内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标准遥
好收成遥 明白了这个道理袁 我们就会知
社会沟通袁 积极争取家长的正效应配
执着于教育袁 执着于为孩子的成长而
幸福指数袁 还大面积地提高了教育教
野优秀家长冶 证书袁 都会由学校领导和
因此袁 抓校风就成为郑州八十五中工
道袁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袁 但我们
合曰 年级尧 学校建立 野社区 渊家 长冤
奉献的事业遥
学质量遥 郑州八十五中教师依据 野三
老师亲手送到家长的手里遥 学校组队
作的第一步遥
面临围绕学校发展的问题还很多遥 如果
委员会冶袁 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曰
2012 年毕业生杨莹说院 野母校给
贴近冶 的基本要求袁 深化课堂 教学袁
家访让一个个农家小 院充满了温暖 袁
开学后袁 早晨刚被教师们打扫干
我们善于总结思考袁 优化做法袁 就会实
组织教师每个学期末深入学生家庭家
我的一切袁 都似美酒一般让我喝不够袁
逐步探索出了富有个性特色的课堂教
被鼓励尧 被尊重的学生于是更加勤奋
净的校园一会工夫就是一片狼藉袁 到
现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遥 如果沾沾自
访袁 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状况袁 结合家
以至于让我深深地依恋着她遥 母 校袁
学模式袁 如语文教师黄素玲的 野语文
懂事了遥
处是学生扔的废纸尧 饮料瓶等垃 圾遥
喜尧 故步自封袁 甚至妄言妄行袁 那么
庭实际情况袁 针对性地对家长和学生
感谢您给了我一个磨砺我的场所袁 感
六步教学法冶尧 政治教师樊战杰的 野六
学校要求家访组与企业尧 社区领
学生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袁 不愿打扫
耶成易守难爷 的故事就会重演遥 成绩面
进行教育袁 让学校教育理念辐射社区尧
谢您给了我优秀的老师与品学兼优的
化教学法冶尧 英语教师李艳霞的 野四四
导联系袁 共同深入到学生家庭袁 了解
教室和清洁区遥 在让学生值日时袁 有
前学会 耶归零爷 应该成为一个学校尧 一
家庭曰 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尧 走进社区袁
同学遥 三年袁 虽只是弹指一挥间袁 却
四五英语模块教学冶 等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在家的表现袁 了解家长的希望 尧
的家长还跑来代替孩子扫地遥
个班级或一个人发展成长过程中牢记的
参加社区的宣传教育尧 服务活动袁 延
足以构成我初中生活最美的画卷遥 三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袁 得到了省市教
要求以及教育方法等袁 在与家长沟通
针对这些情况袁 孔繁强从最低要
思维方式遥冶
伸学校教育曰 让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年来的人和事袁 无不美好袁 无不让我
研室专家的好评遥
的同时袁 把开发区 党和政府对教育 尧
求抓起袁 提出 野郑州八十五中的教育
渊本版图片由学校提供冤
短短 几年 袁 郑
对孩子的关怀送到社区尧 企业和百姓
就从教会学生扫地开始冶遥 由一开始的
州八 十 五中 涌 现出
家庭遥 家访领导及随访教师会向家长
野只要学生扫地就受表扬冶 到 野表扬扫
一批 在 区尧 市 小有
们全面介绍所访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
得好的学生冶袁 再到现在的 野学生讲卫
名气 的 教师 和 优秀
情况袁 同时还详细询问学生的寒假活
生尧 爱校园冶袁 郑州八十五中的教育工
教 研 组 遥 2010 年 袁
动安排袁 对学生假期间的娱乐休闲与
作走得异常艰辛遥
张利 红 老师 代 表河
学业复习做具体指导袁 并对学生假期
对此袁 孔繁强说院 野既然来到了
南省 参 加全 国 数学
的安全做重要强调遥 野为了使咱孩子
这里袁 就要把工作做好遥 将来自己再
优质 课 比赛 袁 荣获
在今后有更好的发展袁 也使我们学校
回头看身后成长的这些学生的时 候袁
全 国 特 等 奖 曰 2012
做得更好袁 您更满意袁 您对咱们学校
我们会无悔自己的选择遥 我们从这里
年袁 樊 战杰 老 师代
有 什么意见和 建议袁 可 以给我们 提
出发袁 必将在这里收获噎噎冶
表河 南 省参 加 全国
提遥冶 这是家访老师到每一个孩子家必
2008 年的中招成绩袁 郑州八十五
思想 政 治优 质 课比
问的一句话遥
中只有 9 个孩子考取省级示范性高中遥
赛袁 荣 获全 国 说课
谈起家访袁 孔繁强说院 野不容易
面对巨大的压力袁 孔繁强却为师生取
特等 奖 袁 讲 课 特等
呀袁 尽管我们尝到了家访的甜头袁 但
得这样的成绩欣慰遥 因为他清楚那届
奖和 最 具教 师 风采
耶宝剑锋从磨砺出袁 梅花香自苦寒来爷遥
孩子的基础袁 也清楚老师们针对生情
奖三 项 大奖 曰 英语
为这份坚持袁 我们的领导和教师也受
学情做出了 巨大努力 袁 才取得 那样
教研 组 被评 为 市先
了不少的委屈遥 2006 年寒假袁 第一次
野可喜冶 的成绩遥 更让孔繁强欣 慰的
进教 研 组曰 政 史地
去家访袁 就吃了个闭门羹院 耶啥家访
是袁 面对基础差的学生袁 教师们并没
国家级优质课大赛获奖教师张利红指导学生分组学习遥
学校樊战杰老师在珠海参加国家级优质课比赛获特等奖遥
教研 组 连续 两 年参
呀袁 没用袁 难道你们一家访孩子就不
有怨天尤人袁 而是忠实地履行着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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