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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袁 全省 野不忘初心袁 立德树人冶 师德主题教育征
文活动启动遥 各地各学校精心组织袁 广大教师积极参与遥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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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个月的时间袁 2018 年师德主题教育征文活动已顺利结束遥
本期袁 校园版选登 野不忘初心袁 立德树人冶 师德主题教育征文
活动中的部分获奖作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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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无言袁 爱有声遥 每一篇文字的背后袁 是一段动人的师
生故事袁 是一曲动听的育人之歌袁 更是每一位老师 野不忘初心冶
的坚定信念遥

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
要2018 年河南省师德主题教育征文活动优秀作品选登
要要

阴 李正利

阴 陈春丽

什么是初心钥 初心可能是一个远
大的志向袁 想为世界变得更好贡献一
份力量曰 初心可能是一个简 单的愿
望袁 凭知识改变命运噎噎当有一天袁
我们会发现袁 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袁
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
的遥 我的初心很朴素院 用最 真挚的
爱尧 最美好的情唤醒真心遥
如今袁 24 载青春岁月匆匆而过袁
我对教育的初心和对事业的赤诚却从
未随着容颜改变遥
我 的教育 梦起源 于 我曾 经 的老
师要要
要全国优秀班主任相伍魁老师遥
那时的我袁 瘦小袁 经常生病袁 相老师
常常用温暖的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尧

不忘初心袁
做野四有冶好老师
后背噎噎那一 刻袁 我 的心里 变得温
暖袁 不孤单遥 就在那时袁 我决定长大
后要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袁 温暖尧 呵
护尧 关心更多的孩子遥
1994 年 7 月袁 我 的理想 终于实
现了遥 当第一次站在孩子们面前时袁
一切都让我新鲜尧 好奇袁 孩子们一张
张笑脸带给我的是幸福与满足遥
无数个日夜袁 我手持书卷袁 与孩
子们一起朗读袁 一起吟诵袁 一起游
戏袁 一起走进春天的五彩缤纷尧 冬天
的皑皑白雪噎噎
最好的教育是陪伴袁 最好的陪伴
是我与你心甘情愿浴 用爱相伴袁 就是
我的教育初心遥
耘田有闲时反思袁 推敲教艺偶栽
花曰 岂止阳春欣白雪袁 教书育人乐更
多遥 然而袁 天有不测风云遥
2014 年 5 月袁 妻 子确诊 为右额
叶肿瘤袁 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遥 一边
是相濡以沫的妻子袁 一边是马上就要
毕业的学生袁 我难以抉择遥
白天袁 我陪伴孩子们品三国尧 话
西游尧 说红楼尧 道水浒袁 品文嚼字曰
放学袁 我直奔车站袁 到 100 公里开外
的 省 人民 医 院 看 护 妻 子 遥 护 士 说 院
野您和妻子的感情肯定特别好遥 您不在
医院时袁 她特别乖袁 一动不动袁 您一
到病房袁 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袁 特
别可爱遥冶 护士哪里知道呀袁 坚强的妻
子袁 不想麻烦别人袁 她在忍受剧痛浴
就这样袁 52 天袁 我奔波在两个
城市之间噎噎妻子的身体逐渐好转袁
我也没耽误学生们的一节课遥 52 天
里袁 我往返的车票是对他们最深情的
告白遥
2015 年 9 月袁 我 来到新 成立的
汝州市向阳小学工作袁 一切都要从头
开始遥
每天袁 最早到校是我袁 为孩子们
的安全保驾护航遥 夜深了袁 校园里唯
独还亮的一盏灯袁 是我办公室的灯袁
我得把一天的工作重点和孩子们一天
的成长汇集成文袁 通过网络 宣传出
去遥 于是袁 野向小风采冶 野 尚美向
阳冶 等一本本精美的宣传册在无数个
夜晚里加班加点地赶做出来遥 通宵达
旦袁 是我到向阳小学工作后的常态遥
野有困难袁 找正利冶袁 这是家长们
在学校微信群里常说的一句话遥
野李老师袁 看到您在学校袁 就感
觉特别安心袁 能遇到您这样 的好老
师袁 是学校和孩子的幸运袁 更是我
们家长的幸运遥冶 每每听到这些袁 很
欣慰遥
2015 年 10 月袁 我所在的学校想
申报足球特色学校袁 但没足球场袁 也
没有足球教练遥 于是袁 我既 当申报
者袁 也当组织者袁 还兼着教练员噎噎
2016 年袁 学校达到申报条件袁 同年
12 月获批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遥
一 直以来 袁 我在 学 校里 人 气颇
高袁 被称为孩子们的 野魅力叔叔冶袁
家长的 野知心朋友冶袁 老师中的 野最
美冶遥 能赢得孩子尧 家长尧 老师们的
赞誉袁 我想袁 是我未忘初心的结果遥
野李老师以幽默风趣尧 深入浅出
的风范教育影响学生遥 做他的学生是
幸福的袁 更是幸运的噎噎因为他袁 孩
子们爱上了他所教的学科袁 他的课洋
溢着 耶开放尧 自主尧 合作尧 探究尧 高
效爷 的新课改精神噎噎冶 河南省名师
颁奖仪式上袁 省教育厅给予了我这样
的评价遥
不 忘初心 袁 以爱 相 伴袁 以 情相
引遥 带着我爱的孩子们展翅高飞袁 是
我的梦想遥 做有理想信念尧 有道德情
操尧 有扎实学识尧 有仁爱之心的 野四
有冶 好老师袁 是我职业的最高准则遥
渊作者单位院 汝州市向阳小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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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株最美的三叶草
阴 赵玉珍

4 月袁 我所在幼儿园的一些角落
里袁 生长着一簇簇的三叶草袁 它们没
有高大的个头袁 却默默地向孩子们传
递着春的气息遥
在我眼里袁 三叶草是低调含蓄尧
朴实无华的袁 正如我的一群同事们遥
张献云老师袁 一株普通尧 平凡而
坚强的 三叶草 遥 这 些年 来 袁 班 里 的
孩子无 论是 乖巧 尧 天 真或 是任 性 袁
张老师 都用爱 包容 着袁 让 孩子 自 信
的绽放 遥 在孩 子们 眼里 袁 她的 笑 容
像冬日 里的暖 阳袁 可以 照 亮他 们 的
心扉袁 然而 袁 生 活里 的她 很平 凡 遥
张老师 既是一 个孝 顺的 媳 妇袁 也 是
一个 3 岁孩子的妈妈袁 家里的很多担
子都压 在了她 的肩 上院 身 体弱 的 孩

子尧 患病长期卧床的婆婆都需要她来
照顾遥 一次袁 女儿高烧不退袁 打着吊
瓶哭着给她打电话院 野妈妈袁 我想你
了袁 你来看看我吧浴冶 这个时候袁 她
正为幼儿园里的元旦活动做准备袁 实
在抽不开身袁 只能安慰女儿院 野听话
乖袁 妈妈忙完了就去看你遥冶 挂掉电
话的瞬间袁 再坚强的她袁 也止不住眼
泪流出眼眶遥
胡佳雯老师袁 一株孩子们心中最
美的三叶草遥 今年幼儿园春季督导前
夕袁 胡老 师 上午 还在 幼 儿园 里 工作
着袁袁 下午袁 腹中的宝贝就迫不及待
地呱呱坠地遥 此前袁 胡老师孕期的时
候袁 孕吐的厉害袁 却从没有因此请过
一天假袁 一直干着幼儿园大班班主任
的工作袁 还积极参与着幼儿园组织的
每一个活动遥

野德冶到花开

阴 张志琼

我的母校是华中师范大学袁 学校
的一块校训石上刻着 野求实创新袁 立
德树人冶袁 这 8 个字袁 刻在了每一位
华师学子的心中遥 如今 我已从教 5
年袁 时时刻刻以这 8 个字为准遥
野孩子们以你为榜样袁 你要他们
做到的事情袁 自己要先做到遥 我要我
的学生和气待人尧 认真勤勉袁 那么我
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人中最和气待人尧
最认真勤勉的一个遥冶 这句话袁 是我
听 过的对 野 立德 树人 冶 最实 际 的解
释遥 因而袁 我常对学生说院 野孩子袁
作为老师袁 我会信任你尧 引导你尧 帮
助你尧 陪伴你袁 但是袁 选择权在你这
里浴冶
我带过的一个班级里袁 曾经有一
个学生学习跟不上袁 请假频率高袁 上
课 的时候 还 总是 一副 睡 眼惺 忪 的样
子遥 联系他的家长袁 预留的电话里袁
一个是空号袁 一个始终无人接听遥 一
天袁 那个始终无人接听的电话在我的

阴 芦利花

2017 年 9 月 4 日 袁 我遇 见了 14
个听障孩子遥 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袁 他
们和其他正常孩子之间有着太多的差
别遥
虽然现实的残酷永远无法改变袁
但后天的能力却可以培养袁 因为袁 每
一个听障孩子的身上都蕴藏着某些潜
力遥 因为遇见袁 我成了那个点燃他们
智慧火花的人遥
每天早晨袁 我要求孩子们 7院 40
准时到教室开始早读遥 他们从最初的
不敢朗读袁 到现在的大声朗读袁 我们
一直一起努力着浴 慢慢地袁 孩子们发
音越来越清楚了袁 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了遥 口语较差的小玉袁 刚学会读词语
就跑去教别的同学了袁 那口型袁 那动
作袁 简直就与我教她读词语时的模样
一样袁 这让我既感动又我欣慰遥
我们的早读可以做到书声琅琅袁
那么袁 在课堂中袁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

噎噎噎噎
我的身边袁 像三叶草一样同事还
有很多袁 她们的故事袁 我都见证过遥
去年冬日里一个雪花纷飞的晚
上袁 幼儿园的孩子们早就回家了袁 米
奇班的教室却依然灯光明亮袁 亮亮正
依偎在郑慧老师的怀里袁 静静地倾听
着老师给他讲的童话故事袁 此时袁 已
是晚上 8 点多遥 原来袁 亮亮的父母临
时去了外地袁 大约晚上 10 点才能赶
回来遥 这个时 候 的郑 老师 已 身怀 六
甲袁 身体也有些不适遥 当亮亮的父母
匆匆赶到幼儿园时袁 亮亮已经在郑老
师的怀里睡着了遥
幼儿园的孩子们大多在生活上无
法自理遥 一次袁 一个孩子因为闹肚子
而拉在了裤子里袁 帮助他的是才参加
工作不久的 野90 后冶 老师张嘉静遥 让
我们其 他老师 欣 喜的 是袁 她 没有 犹
豫袁 带着孩子就去了卫生间袁 一边用
温水给孩子擦洗身体袁 一边温和地告
诉孩子院 野没事袁 宝贝袁 有老师呢浴冶
接着迅 速地给 孩 子换 上了 干 净的 衣
裤袁 并为孩子清洗裤子遥 尽管她很年

课堂响了遥 要知道袁 我的班级是严禁
带手机的遥 我领着他们建立图书角袁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袁 就是希望我们的
班级是一方乐土袁 而不是浮躁社会的
小缩影遥 但是袁 他带手机了浴
当我走过去后袁 他把手机交给了
我袁 没说什么遥 下课后袁 他跟着我进
了办公室遥 我注意到他经常因头疼而
请假袁 猜想与玩游戏有关遥 一问袁 他
也全部承认了遥 我突然感到无奈院 傻
孩子袁 才初一呀浴
野老师袁 我上课没玩浴冶
野好的袁 我知道了袁 相信你遥冶
野老师袁 我保证以后绝不带到学
校遥冶
也许是我语气太过平静袁 他开始
直入主题遥
野可以袁 但你得讲一下能说服我

也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做到畅所欲言
呢钥 为了提高他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
语言的表达能力遥 每学完一课生词袁
我都会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造
句遥 从开始选一个词袁 也说不通顺一
句话袁 到现在选三四个词能说通顺一
段话袁 孩子们的进步是惊人的遥 就在
前几天袁 张彤选了 野弄坏尧 赶紧尧 闯
了祸尧 躲进屋去冶 这几个词袁 说出了
这样一段话院 野有一天袁 我不小心把
盘子弄坏了袁 我闯了祸袁 这时我听见
妈妈回来了袁 我赶紧躲进屋去袁 不让
妈妈 知道是 我弄坏 的遥 冶 这 段话 里 袁
每一个词都用得恰如其分遥 孩子们喜
欢用这种方式练习说话袁 他们选择的
词不一样袁 说话的内容也不一样袁 但
每到 精 彩之 处 袁 教 室 里就 会掌 声 四
起遥 他们在课堂中感受到了畅所欲言
的快乐遥
普通学校的孩子能参加读书 社
团 袁 我 们的 听 障孩 子 同样 可以 遥 根
据学 生 的生 理 心理 特 点袁 我组 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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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说服自己的理由遥冶
那时袁 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他身上
寄予的希望可不仅仅只是不把手机带
到学校遥
沉默了很久袁 他还是只说了一句
野给我吧浴冶 我有点着急袁 跟他语重心
长地谈了很久后袁 把手机从柜子里拿
了 出来 袁 放 在 他面 前 袁 让 他自 己 选
择遥 他在我面前咬着嘴唇站了有一分
钟袁 还是拿着手机走了遥 我的笑容僵
在脸上袁 相当震惊遥 回过神袁 看着空
空的办公室袁 我委屈地哭了遥
用信任作为班级关系的黏合剂遥
那天袁 我深深地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
践行者遥
然而袁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遥
晚上快 11 点的时候袁 男孩打来电话袁
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妈妈的声音院 野老

轻袁 在孩子面前却不再是会撒娇的那
个 娇气 的姑 娘 袁 她 知道 袁 在孩 子 面
前袁 也许一个皱眉尧 一丝犹豫袁 都会
在孩子的心里留下阴影袁 孩子需要她
爱的保护遥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袁 可在幼 儿
园袁 老师们却会收起飘逸的连衣裙尧
优 雅的 高跟 鞋 袁 以 及各 种 时髦 的 饰
品袁 换上简单的运动服和运动鞋袁 扎
起简单的马尾辫噎噎我们爱美袁 但更
担心连衣裙和高跟鞋会拉远跟孩子们
亲近的距离袁 怕坚硬的饰品划破孩子
粉嫩的小脸遥 幸好袁 即使我们每天穿
着朴实袁 脸上素净袁 孩子却会依旧仰
着小脸抱着我们说院 野老师袁 你真漂
亮浴冶 野老师袁 我最喜欢你浴冶 噎噎我
想袁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袁 是
孩子们给我们的点赞浴
春天的脚步走得很急袁 灿烂的夏
日花叶繁茂袁 就让我们做一株平凡的
三叶草吧袁 心中装着爱袁 为孩子们编
织出最美的春天袁 即使和三叶草一样
平凡浴
渊作者单位院 开封市群英幼儿园冤

师袁 孩子知道他现在的状态不好袁 今
晚他回来一直哭袁 说他选择错了袁 说
自己心情很复杂遥 老师袁 他想重新选
择袁 他想周一把手机放你那里袁 不再
玩 游 戏遥 他 说想 好 好学 习遥 呀 袁 老
师袁 这孩子突然变了噎噎冶
野老要要
要老师袁 你要要
要再要要
要再相
信我袁 一次吧浴冶 他在电话里哽咽遥
一番话袁 让我的心 瞬间火热 起
来袁 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话让他看
懂了我对于他的信任和期待遥
教育无小事袁 这是人们普遍认可
的曰 教育无大事袁 这也是我们一天天
的 教 育生 活 所证 明 了的 遥 但 是 袁 单
调尧 重复的学校生活袁 常常让我们忽
略了这些天天发生在身边的小事袁 所
以袁 我们要记住袁 每一个孩子都渴望
关注尧 鼓励尧 信任遥
野假如你命该扫街袁 就扫得有模
有样冶袁 假如你要教书育人袁 请你以
知启人尧 以德育人袁 帮助孩子们绽放
最美的青春年华遥
渊作者单位院 洛阳市实验中学冤

最美的遇见
立了 野读 说写 冶 社团 遥 为了 让孩 子
们在活动中真正受益袁 我 针对这 14
个孩 子的 特点 袁 制订 出 了适 合他 们
的活 动方 案遥 活 动前 袁 我做 了大 量
的准 备工 作遥 为 孩子 们 找合 适的 朗
读范 文尧 美文 袁 然后 一 遍遍 修改 打
印 袁 甚 至个 别词 语还 要 加上 拼音 遥
简单 的事 情袁 因 为孩 子 的特 殊而 变
得琐 碎复 杂遥 可 是当 我 看到 他们 津
津有 味地 朗读 时 袁 准 备 工作 再烦 琐
也 觉得 值了 遥 他 们不 再 胆怯 退缩 袁
而 是争 先恐 后地 举手 院 野我 要读 浴
我要说浴冶 慢慢地袁 野读说写冶 活动
已 经成 了每 周不 可缺 少 的一 部分 袁
每到 周五 袁 他 们 都会 提 醒我 院 野 老
师今天该读说写活动了浴冶
活动结束后袁 我会把活动内容或

做成美篇袁 或做成简报袁 分享在朋友
圈袁 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听
障学生袁 和他们互相沟通交流遥 市实验
小学四 渊2冤 班的师生关注了我们袁 一
起组织开展了 叶手拉手袁 让爱一起飞曳
的实践活动遥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
关注了我们袁 一起开展了一系列的活
动遥 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袁 经
历了又一个难忘的第一次遥
我和我的 14 个听 障孩子在一起
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噎噎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遥 从我和 14 个
孩子遇见的那一天开始袁 我们彼此之
间就感受到了更多的美好遥 感恩这最
美的遇见遥
渊作者单位院 濮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冤

现实生活里袁 每个人都想选择一
个美好而又理想的职业袁 那么袁 什么样
的职业才是最美好的呢钥 25 年的教学
生涯袁 给了我答案院 我与职业的相互选
择遥
1993 年的 8 月袁 我成为一名 老
师袁 走上了自己梦 寐以求 的工作 岗
位袁 迈出了我教师生涯的第一步遥
1999 年调入永城市闫庄小学 的
时候袁 我已成家袁 有了 一对可爱的
双胞胎女儿遥 那个 时候袁 丈夫是一
所初中毕业班的班主 任袁 无法与我
分担照顾家庭的担子 遥 记得那是一
个初秋的早上袁 学生 们早自习的时
间快到了袁 两个女儿 还没有醒袁 我
只好先将她们锁在家 里遥 等我赶回
家的时候袁 两个女儿 早就醒了袁 一
个在床沿尧 一个在地上袁 满脸泪水遥
当时袁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袁
初秋的地上太凉了噎噎
因为 当老师 袁 我对 不起两 个 女
儿的事儿太多了袁 最对 不起的一次
是在 2011 年遥 那年 5 月袁 小女儿因
病情太严重住进了医 院遥 看着小女
儿身上插满了输血管 尧 氧气管尧 输
液管尧 心电监控袁 我深 深自责遥 小
女儿入院前袁 她一 直跟我说身体不
舒服袁 而我袁 由于 工作忙袁 忽略了
她的病情袁 总是趁着 放学的时候带
着她去小诊所买点儿药或打个点滴遥
就这样袁 她的病拖了 20 多天遥 小女
儿住院后袁 当医生告 诉我 野再晚一
点儿这辈子就再也见 不到孩子冶 的
时候袁 我慌了遥

这 25 年袁
我无悔我的选择
孩子 病重袁 学校还 有几十 个 孩
子等着我回去袁 我很 着急袁 连着几
天没合过眼遥 好在袁 小女儿入院后
的第 3 天袁 病情稍稍好转遥 我知 道
小女儿心里特别想让 我陪着她袁 但
我还是狠下心跟她说 院 野孩子袁 白
天让姥姥尧 姥爷在这 儿陪你袁 妈妈
得回去上课了袁 晚上再来陪你遥冶 小
女儿听我这样说袁 一句 话也说不出
来袁 只是默默地点 头遥 我看到了她
眼里含着的眼泪袁 还是 硬下心骑着
电车赶老远的路回学校上课去了 遥
直到小女儿出院袁 我硬 是一节课也
没落下遥
2011 年 9 月袁 我被调到了一 所
寄宿制小学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袁 工
作比原来更加琐碎而繁重了遥
三年 级的孩 子们年 龄还小 袁 生
活自理能力弱袁 他们 的衣食住行都
得需要老师操心遥 我的 班上一些孩
子是留守儿童袁 父母 一年才回一次
家袁 单纯地认为让孩子吃饱尧 穿暖尧
有学上就可以了袁 忽略 了与孩子的
沟通与交流遥 于是袁 我挑起了他们
之间沟通的担子袁 在中 间传递着他
们的思念遥 这样做袁 是因为我心里
始终牢记着这样一句 话院 做学生生
活中的母亲尧 错误 中的大夫尧 交往
中的挚友遥 如今袁 家长 将孩子交给
我放心袁 学生也有 了更多的学习动
力遥
我教过一个叫小青的孩子袁 因为
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袁 所以在学习上
没太多的兴趣袁 字经常写得很潦草遥
我教过他一段时间后发现袁 这个孩子
每天到校很早袁 还主动把卫生区打扫
干净袁 于是我鼓励他做班级里的卫生
班长遥 后来袁 我问他院 野你卫生可以
搞得这么干净袁 那学习上是不是也要
给大家带个头呀钥 老师相信你一定可
以遥冶 他听完后袁 虽然没说什么袁 但迷
上了练字袁 而我在那段时间里袁 单独
辅导他袁 带着他和其他学生结对子互
助噎噎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那个学期结
束袁 小青结束了自 己成绩不及格的
野魔咒冶遥
作 为班 主任 袁 我 更相 信 学生 尧
尊重学生袁 我相信每 一位学生都有
自己的创造强项袁 每个 学生都有自
己独一无二的长处和闪光点遥 所以袁
我们得善于发现学生 的长处袁 抓住
每一个教育良机适时表扬尧 鼓励
他遥
一分耕耘袁 一分收获遥 这 25 年
来袁 我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同时袁 眷
恋着教育这片黄土袁 眷恋着那些自己
教过的孩子们遥 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袁
我庆幸自己选择了 野教书育人冶 这条
道路袁 因而袁 这 25 年袁 我无悔遥
渊作者单位院 永城市薛湖镇滦湖
初级中学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