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生共享幸福校园

观音桥中学 让博爱洒满师生幸福成长之桥

胡蕾
有1000种方式爱孩子

面对人生转型，乐观开朗的她选择带着
“爱”迎难而上，她把爱化为一件件具体的小
事，暖到了孩子的心坎上，用实际行动将观音
桥中学“博爱济世，活力广才”的办学理念进行
了生动诠释。

3年前，胡蕾面临从职业学校到中学任教
的转型。然而，第一次考试，她带的班级各科
成绩在学校垫底，从不落泪的胡蕾哭了。

越是有压力，越是要崛起。胡蕾哭过之
后，思考更多的是如何管理好学生。她虚心向
同事请教，迅速融入大集体。她发现，观中教
师身上的一个显著特质就是“他们非常热爱教
育事业和学生，每一天都精力旺盛地投入到教
育教学中，仿佛有用不完的劲儿。”

胡蕾深受鼓舞，一个观念越发清晰坚定：
“要用爱和尊重赢得孩子的心，用爱和努力交
出一份满意的教育答卷。”

爱，洋溢在胡蕾老师教书育人的每一个细
节中。

她悄悄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在生日当天
给他们送去生日礼物。一位学生感动得眼眶
含泪：“这是第一个来自老师的礼物，谢谢您。”

让学生难忘的是一个元旦节。学生冉慕
菲说：“我们一早上来到教室，就看到了桌子上

的小礼物，以及黑板上熟悉的字体‘我爱你’，
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大家觉得幸福极了。”

“胡老师不仅能处处时时给我们惊喜，还
会陪着我们一起玩，一起成长”。学生杨桂林
说，中考体育训练大家都觉得累，胡老师说和
我们一起跑。第二天，胡老师就身穿运动服出
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备受鼓舞，从此整个训
练再也没有人喊过苦和累。

胡老师的爱如春天微风般的轻柔细腻，却
也会严厉得如冰块一样“不近人情”。冉慕菲
说：“小到说一声谢谢，大到学校秩序规则，胡
老师都会严格要求，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
理。”

三年爱的陪伴，助力孩子们以优异成绩和
良好的综合能力迈向人生更高平台。胡老师
坦言，是观音桥中学大家庭让她有了能力去懂
得如何更好地爱学生，护航学生成长。

周薇薇
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临危受命，她勇担重责，成为学校一名年
轻的教研组长。疾病面前，她选择沉默，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悄悄与病魔作战。如今能健康
地继续教书育人，就是她最高兴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周老师脸色有点

苍白，精神很疲惫，但是又丝毫不放松工作，就
劝她请假休息一下，周老师总是说没事，不用
担心。”学生陈琦雨、张兰瑞回忆，“我们只有尽
可能地做些倒水、抱作业的小事，替她分担
下”。

孩子们至今仍不知道的是，周老师那段时
间正遭遇人生巨大的考验，她身体出现不适，
医生建议尽快治疗。休假治病？周老师说自
己做不到：“如果我走了，孩子们的课如何上？
学业耽误了怎么办？”

周老师决定，一边工作，一边治疗，所幸最
终病情大为好转。这段往事就这样被埋藏在
那段“风轻云淡”的时光里。

面对考验，观音桥中学的老师们从来都是
选择直面应对，面对压力，他们也是始终为大
局着想，从团队出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学校教研组老龄化严重，周老师临危受命
成为教研组组长，如何做好团队建设？周老师
说：“观中历来强调整体观念，一个团队就是一
个大集体，我们首先要聚人心形合力，转观念
促提升。”

一次，从上海、北京等地学习归来，大家对
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运用非常感兴趣。然而，
一些年纪大的老师不愿意尝试，认为专门拿一
堂课来进行思维导图浪费时间。

周老师就请一些年轻的教师进行示范。
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学生课堂表达、逻辑能
力都有显著提升。此后，大家都积极加入改
革中。

“新教师与老教师共鸣，新思想与老经验
碰撞。”周老师坦言这就是做好团队建设的出
发点。

在良好的氛围下，教研组积极建设有学科
特设的校本教研模式。以课题带动、一课多
上、课堂诊断、同课异构等多形式的教研模式，
开展常态教育教学研究。

同时，她和团队借助学校大量培训机会，
积极走出去到北京等地参加培训，进行小课题
研究，走上观中大讲坛大胆演讲，每个教师都
发挥所长，真正实现了三尺大讲台，人人放
光彩。

唐峰
让学生人人爱上英语课

站在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线，他将学生放在
正中央，以先进的教学理念的和方式为引领，

在课改上不断更新教学模式，重新诠释了英语
课堂的广度和深度，让英语教学变得高效
有趣。

幽默、风趣，教学观念先进，课堂气氛活
跃。这是孩子们对唐峰老师最多的评价。

“我们特别喜欢唐老师的英语课，他的英
语课总能带给我惊喜，开阔视野。”学生吴宇
说。以课堂导入为例，流行歌曲、美食照片，经
典电影视频，总能恰到好处地与本堂课联系在
一起。

在课堂上，大家还能进行电影配音。骆汶
杭说：“唐老师让大家学习电影人物的发音，气
息，吐词，并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风格。”

“好老师应当让学生学得轻松有趣，让学
生爱用英语交流。”唐老师介绍，学校基于江
北区课改合格课评价“五要素”，结合学校课
改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乐学善导，自主发
展”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对学、互学、群
学，英语课变成了基于对话的游戏课、表演
课、活动课……学生总能在愉快的氛围中高效
学习，他所带的班级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事实上，在不少老师看来，唐老师的课堂
教学效果好，除了他肯钻研，勇探索，一个重要
的原因还在于良好的师生关系，他们亲切地称
呼他“峰哥”。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唐老师说，和谐愉
快的师生关系是教学的前提。为了真正走进
学生，每逢新生入学，他都会主动了解学生性
格爱好，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学生信息库。在
班级实行民主管理，让每个人成为班级管理的
主人。同时开设班级日志，让学生发现身边的
榜样，让孩子们用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共同
改变，共同进步。

在观音桥中
学，正是因为汇
聚了一批像唐峰
老师一样的好老
师，他们在观音
桥中学的这片教
育沃土上，辛勤
耕耘，使学校教
育质量不断提
高，百姓满意度
持续攀升。

师者执一盏明灯，
在前方引路，带领孩子
走 向 光 明 而 美 好 的
未来。

在观音桥中学这
片充满朝气、富有青春
活力、蓬勃向上发展的
沃土上，汇聚了一群优
秀的教师队伍。

他们秉持“博爱济
世，活力广才”的办学理
念，“激情育人，精业施
教”的教风，以立德树人
为起点，捧着一腔热情，
把爱化为一件件具体的
小事，暖到了孩子的心
坎上；怀着一份执着，用
智用情，凝聚起一支优
秀的教师团队；带着一
份力量，在课堂上不断
更新教学模式……为学
生的终身发展提供丰盈
的精神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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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使命赋予班主任多重角色，他们要处
理很多日常事务。经营班级、站稳课堂，团队
协同……无论怎么看，班主任工作都不轻松。

然而在江北区的各个校园里班主任却呈
现出一种有条不紊的节奏、胸有成竹的气度和
恰到好处的技巧。李园园老师的小音符公约，
让低年级的小朋友学会自主管理；刘祥英老师
的开放办班，借助其他班主任、家长、社会等力
量实现家校社共育，无不体现出班主任的深厚
内功。

做好班主任需要真诚的教育爱心、丰富的
教育智慧与高超的教育艺术，走近江北班主
任，看看他们轻松从容当好班主任的“秘诀”。

江北 轻松从容当好班主任有秘诀
小音符公约促自主管理 开放办班合力育人

班级小公约
彰显放手的智慧

班主任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很多优
秀教师从这里起步。

新村实验小学教师李园园的职业生涯就
是伴随着班主任工作开始。李老师坦言：“刚
开始压力非常大，很多时候手忙脚乱。”她深刻
记得开学第一天，要在家长和学生的注视下进
行队列训练，这让没有丝毫准备的她陷入尴
尬。随后，在老教师袁珂的示范下才顺利
完成。

一系列挑战接踵而至。一开始，她习惯于
将治班的重担一肩挑，看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动
手能力不强，她主动包揽了班级的清洁工作，
整整做了一年，孩子就在旁边看了一年。

这段经历带给她反思，班级管理工作一定
要杜绝单兵作战，而是转向师生互学、全员共
育。“如果不让学生主动做，他们永远就学不
会。”

她强化在工作中用人育人、和衷共济的意
识，她先邀请班上小能手做示范，手把手教动
手能力弱的孩子，很快班上所有孩子都动起来
了。随后，她和孩子一起制订了一条班级公
约，仔细梳理了讲台、黑板、地面等地方的清扫
细则。孩子们每天检查时，细致严格的对照公
约规定的每一个细节。也就是从这一年期，班
级的卫生清洁情况就做到了学校前列。

李老师说，江北的首善教育就是要求老师
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去审视学生终身成长的需
要，去引领学生的成长。借助江北区、学校开
展的培训，她对于做好班主任工作有了更清楚
的认知。

“独立自主是孩子成长的重要一步，应该
从小就培养。”李老师说，为此她格外关注学生
自主管理、民主思维的训练。

每周一次的班委会就是一次民主交流的
绝佳平台。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学习有点枯
燥，一些孩子忍不住在课堂上看课外书。于是
大家通过开会决定开展班级阅读分享会。如
今阅读分享会已经成为班级的一个“固定节
目”。班上喜欢音乐、擅长音乐的孩子很多，孩
子们就自发搭建平台、组织活动，在一起进行
交流学习，展示，人人不亦乐乎。

班主任工作可能并不诗情画意，但是这份
从容放手也让人幸福满满。

她所带的班级先后获得全国感动中队、最
美班级、文明班级等荣誉称号，班内涌现出足
球王子、小作家、英语达人等各种小能手。李
老师自己也在不久前荣获第八届重庆市中小
学生班主任基本功竞赛班级工作案例一等奖。

24年磨砺精湛沟通艺术

“刘老师，我爱您！”在重庆市女子职业中
学合唱比赛中，刘祥英老师班上的孩子们在合

唱中齐声喊出了这句话。刘老师心头一暖，眼
眶含泪。

从教24年，当了24年班主任。刘老师
说，这样让她感动的瞬间多半和孩子有关。而
在学生看来，刘老师才是最让他们感动的人，
她用心关注每一个孩子，用情做好家校沟通，
用智提升班级管理，让孩子们在幸福中收获成
长和技能。

有一次开学，刘老师看到人群中一个打扮
另类的孩子，短发、男装、吊儿郎当，她严肃地
告诉孩子必须换好衣服才能入校。事后她了
解到，孩子父母离异，她从小跟着奶奶，被当成
男孩子养，根本就不会穿衣打扮，人也缺少
自信。

为了纠正孩子审美，建立自信，她对孩子
穿衣提出建议，鼓励孩子当课代表，与其他老
师合作，共同表扬学生，平时与孩子聊天沟通
交流，来自各方面的肯定、关怀让孩子深受鼓
舞，有了信心：“我从没受过这么多老师的关心
和关注，感觉自己不再是角落里被忽视的孩
子。”

“当好职业学校的班主任，不仅要关注孩
子的学习、技能，更要关注他们心理，帮助他们
自信成长。”刘老师说，沟通成为必不可少
的事。

刘老师非常注重家校沟通。一次，有一个
学生伤心地给刘老师透露，自己不想上学了。
一问得知，父母总是表扬姐姐，而指责自己不
如姐姐，各方面都做得不好，让她很受挫。刘
老师立即和家长联系，讲道理、细沟通。很快，
孩子兴奋地向刘老师说：“我的爸爸妈妈懂得
尊重我、理解我了。”

在与学生沟通中，刘老师更注重让学生发
表意见，自主成长。每当组织一些大型的活动
时，刘老师让学生自己发表意见，定方案，周密
布置，仔细分工，大家各负其责，有序开展各项
活动。因此她所带的班级无论是文娱、体育、
艺术节活动、学科成绩还是班级目标考核，每
次都受到学校的表彰和奖励。

如今，刘老师在班主任工作岗位上越来越
游刃有余。很多孩子、家长都记住了刘祥英这
位默默付出的慈母般的老师。

事实上，刘老师的轻松是因为高效，高效
是因为专业，而专业则是因为专心。这也是江
北区对班主任队伍的要求。据江北区教委德
体艺卫科负责人表示，江北区一方面加强班主
任队伍培训，重视老带新，强素质，促进班主任
专业能力提升。一方面坚持树立优秀班主任
榜样，扬正气，树典型，激励广大班主任追求卓
越不断进取。

刘祥英老师是我们亲切的祥姐，生活上她
对我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学习上她对我们
进行专业的引领，平时还会带我们走出校门参
加各类社会实践，让我们更好地成长。

——重庆市女子职业中学学生 邹婷婷

我们都非常喜欢和敬佩李园园老师。她
不仅专业功底过硬，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而且在班级管理方面上很有一套方
法，孩子在她的教育和呵护下各方面能力都得
到显著提升。

——新村实验小学学生家长 尹佑宗

教育声音>>>

刘祥英老师关心学生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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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园园老师与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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