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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我的青春引路人

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

中华民族素来有
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千百年来憧憬着
“学有所教”“有教无
类”“因材施教”等教
育梦想，无数先贤为
延续中华文脉、培养
治世良才不懈求索。
“一群好老师就是一
所好学校。”在重庆市
第十八中学校长罗丞
的教育理想中，与新
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
重庆十八中正是因为
有了一群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才得以成
就重庆十八中。

三尺讲台，三寸
舌，三寸笔，三千桃
李；十年树木，十载
风，十载雨，十万栋
梁。在重庆市江北区
教委“三名工程”引领
下，重庆十八中形成
一个精诚团结、通力
合作、群策群力的战
斗团队，演绎出各具
人生底色的教育精
彩。第36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重庆十八
中毕业学子们站在人
生新起点上回望来
路，深情表白那些年
一起走过的恩师们。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优秀毕业生教师节深情表白谢恩师

舒伟

王雪莹

汪婷婷

陈杨媚

周开陪

詹远美

学生：黄子悦，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清华大学
2020级新生

教师：詹远美，重庆十八
中数学教师，全国模范教师

敬业爱生
宽严并济的“詹詹”仙女

“3年里，我非常感谢詹
老师，感谢她作为一名班主
任，对每一位同学所作的贡
献。她在我们运动会夺冠时
的笑容，在疫情期间百日誓
师发言时的哽咽，在我路遇
低谷哭泣时的鼓励，在假期
无微不至的牵挂……如此种
种，点缀在我的高中生活中，
成为黑夜中最闪亮的星，照
耀着通向黎明的前方……”

不久前，重庆十八中
2020届毕业生，清华大学新
生黄子悦同学在收到通知书
的第一时间，向班主任詹远
美老师发来问候，感谢她在3
年里的辛勤付出。

“您学识扎实，传授给我
无尽的知识；您悉心关怀，为
我送上贴心的温暖；您善于
启发，引导我走出绝望的瓶
颈……”短短几百字的文字
信息，勾勒出詹远美孜孜不
倦、敬业爱生的剪影。

从教20余年，“宽严并
济”是詹远美老师最显著的
代名词。

严于律己，她始终用最
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
已经是教育战线上的“老
兵”，她也从未放弃过通过更
新教育理念，学习新课程标
准，坚持写详案、研究教材等
途径提升自我；教出的学生
一届比一届优秀，她依旧潜
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
结构及框架、学生学习方法
指导的钻研，只为教给学生
的知识再精一点、全一点、细
一点；尽管自诩只是个平凡
的老师，但数十年如一日的
早出晚归和严苛到“超乎常
人”的自我要求，让她成为
年轻老师们眼中“不食人间
烟火”的膜拜对象。

宽以待生，她用全部的
爱心铺就学生的成长之路。
每当叫起“詹詹”这个名字，
学生陈欣然的脑海里就会浮
现出冷静严肃、风趣智慧、认
真果敢等形容词；每当失意
时，学生翁雨钒总会想起詹
老师“切不可脱离经历去空
想”的提醒；每当迷茫时，学
生杨杰总会想起詹老师冒着
40度高温守候在校门前的
身影。

“榜样无声却立而有形，
谢谢您，成为我生命中最美
的点缀。”

学生：朱子怡，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武汉大学
2020级新生

教师：舒伟，重庆十八中
英语教师，全国第四届中小
学外语教学名师

守望初心
润物无声的“小小舒”

9月的天气微凉，一场淅
沥的秋雨为中式园林般的铁
山坪校区平添了些许中国山
水画的意境。初见舒伟老
师，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一
身简单干练的蓝黑色运动服
让人误以为这是位体育老
师。但正如这9月的天气一

般，舒伟老师一开口便真如
“传说”中那般温润儒雅、谦
逊从容，着实是一位“治愈
型”的老师。

从教14个春秋，舒伟先
后获评重庆市名师、重庆市
教书育人楷模、重庆市骨干
教师等多个荣誉称号，但不
变的是他“让学生感知温暖，
感知幸福，做学生梦想和青
春的合伙人”的教育理想。

一片丹心尽付三千桃
李，十年光阴承载青春记
忆。从学生为舒伟起的昵称

“小舒”“小小舒”就能看出，
他做到了。

回想起高中三年，学生
朱子怡记忆犹新。紧张的高
中学习中，同学们的情绪时
有波动，舒伟老师没有苦口
婆心地说教或是用焦虑情绪
影响学生，而是抓住时间的
缝隙与每一个同学忆往昔、
看当下、聊未来，一次又一次
为同学们打开心结，更好出
发；临近毕业，“小小舒”仍坚
持为学生播放新闻周刊放松
心情，为同学们买来“金榜题
名”的蛋糕，制作写着梦想大
学的红色条幅……一件件

“小事”刻在学生心中，成为
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舒伟老师在学生和
家长们的眼中就是那棵树、
那朵云。十多年间坚持无偿
献血、支教，抗洪抢险挺身而
出，乐于奉献是他留给学生
最宝贵的榜样力量；带领学
校成功创建重庆市高中英语
课程创新基地，敢想敢做是
他回报学校最真切的扎实贡
献；创设多样活动推动家校
共育，开放包容是他陪伴成
长最生动的育人实践。

“他是严师，是良友；有
坚硬的棱角，却也无限温
柔。”

学生：张洮莼，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浙江大学
2020级新生

教师：汪婷婷，重庆十八
中语文教师

言传身教
播撒希望的“婷婷姐”

“20班是一本书一列火
车一棵树，你是前言是发动
机是土壤。”回想起汪婷婷老
师有意无意说起的句子，班
里的不少同学都开玩笑说可
以出一本“经典语录”了。

一个小细节，足以说明
汪婷婷老师以身作则，言传
身教。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汪
婷婷有自己的热爱与坚持。
课堂上，她自信优雅，脑子里
似乎有奔涌不尽的知识储
备，带领学生领略炫目的先
秦繁星，皎洁的汉宫秋月；课
堂外，她温和知性，办公桌上
总备着鲜花和零食，为学生
送上殷切的声声鼓励，温软
的知心话语。

“培优补差”，让每一个
孩子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
进步，是汪婷婷坚守的基本
教育准则。班里曾经有一名
叫张洮莼的孩子，父母常年
在外，孩子的日常生活基本
由汪老师照料。进入高二，
孩子的文理偏科愈发严重，
一度徘徊在一百零几分。为
帮助孩子提升劣势学科，汪

婷婷老师特别为张洮莼制定
了培优课，针对薄弱板块精
心编写教案，优选典型试题，
挑选拓展资料，真正做到讲、
练、思结合。

“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
的，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
起克服。”每当张洮莼想要放
弃，汪婷婷老师总能用赞赏
鼓励的话语帮助他树立信
心。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
张洮莼同学逐渐从语文学科
中找到自信，高考轻松拿下
130分，最终圆梦浙江大学。

像这样的案例，在汪婷
婷老师这里并不算个例。今
年高考中，汪婷婷老师所带
班级44人全部升入重点大
学，600分以上36人。

高考结束后，不少学生
和家长纷纷发来充满感激的
话语。汪婷婷老师只是一句

“这是我应该做的”莞尔淡
然。

新的旅程仍在继续，正
如有学生所言，“有婷婷玉
立，自有桃李芬芳。”

学生：邱远航，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2020级新生

教师：周开陪，重庆十八

中英语教师，重庆市骨干教
师

润砾成珠
暖心陪伴的“大哥哥”

“可能在外界看来，十八
中的老师都有‘三头六臂’，
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知道，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平凡教育
岗位上的耕耘者。”初见周开
陪老师，便是一副意气风发
中带着些许可爱的少年模
样。

大学一毕业，周开陪义
无反顾投身到自己热爱的教
育事业中：“我喜欢学校，喜
欢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从平
凡朴实的话语中，能够看到
周开陪在教师岗位上获得的
幸福感和成就感。

见证与陪伴每一种成
长，是周开陪工作的重心。

第一次见到学生邱远航
时，周开陪有些吃惊——这
个小小少年一直封闭在自己
的世界里埋头学习，对自己
的未来和心仪的大学一片迷
茫。一方面，为帮助邱远航
打开心扉，周开陪特地联系
了往届的优秀毕业生，请他
们到学校展示和讲述大学生

活里的种种精彩，拓宽孩子
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周开陪
利用丰富的网络、杂志、新闻
报道资源，向孩子们展示多
样化的成长成才路径和实现
理想的途径，帮助孩子们树
立信心。

一次次课后的暖心交
流，一次次睡前的散步谈心，
邱远航最终树立起信心，圆
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启
自由“远航”的新旅程。

有着相同经历的还有学
生王润钦。刚进学校时，上
课不听讲、爱做小动作、行为
习惯差，都是王润钦身上的
标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周开陪发现王润钦对其
他学科的兴趣一般，唯独比
较喜欢英语。周开陪像一位
大哥哥一样跟王润钦一起学
习，一起做题，一起讨论，逐
渐让王润钦找到了学习兴
趣，规范了行为习惯。

高考结束，王润钦看着
自己146分的英语成绩，衷
心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大
哥哥”的感谢。

学生：韩嘉钰，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西南大学
心理学专业新生

教师：陈杨媚，重庆十八
中化学教师，重庆市化学优
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潜心问道
亦师亦友的“摩尔姐”

“生生不息育花朵，日日
夜夜勤灌溉。快然自得心满
足，乐在其中摩尔姐。”生日
当天，化学老师陈杨媚收到
学生来自学生的一首藏头
诗，幽默风趣的话语，足见

“摩尔姐”和孩子们之间亦师
亦友的情谊。

工科出身的陈杨媚不善
言辞，但却十分懂得“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含义。在她
的理解中，每一个学生都是
独立的个体，教育的前提应
该是平等的沟通和相互尊
重。

课前问候中，学生向老
师鞠躬的习惯是大多数人所
熟悉的，但在陈杨媚的课堂
上，课前面向学生鞠躬，是她
给自己内心的一把标尺。或
感谢或愧疚，陈杨媚九十度
的鞠躬就像一把三角尺，校
准着自己的教学，约束着自
己的言行，赋予学生平等和
尊重。

陈杨媚认为，与其说老
师教导学生成长，不如说教
师与学生相互成就。

一次因为工作中的误
会，不善辩解的陈杨媚受了
委屈，在办公室哭红了眼
睛。到办公室办事的班长韩
嘉钰看到了陈老师红红的眼
睛，小声叮嘱她：“您平复一
下，晚点来教室吧，我带同学
们上自习。”

那一刻，陈杨媚没有想
到，10多岁的“小朋友”居然
有如此沉着稳重的一面，原
来自己的一点情绪都会被学
生察觉到。稍加整理后，陈
杨媚准时面带笑容出现在教
室，还大方地学生开了个玩
笑，全然没有刚才红过眼睛
的样子。

课后，班长韩嘉钰像朋
友一样对陈老师说：“摩尔
姐，你长大了哟！”一句话犹
如重鼓击在陈杨媚老师的心

上：教育无处不在，教师的一
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某种
程度上把孩子们当作朋友般
平等地交流，自己也在成长。

从那以后，陈杨媚更加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刻
都像一朵向阳而生的向日葵
一般用正能量去感染和影响
孩子们，她所带的班级也形
成精诚团结、积极向上的班
风。

学生：李佳骏，重庆十八
中2020 届毕业生，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新生

教师：王雪莹，重庆十八
中国际部主任，重庆市英语
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以爱作舟无微不至的
“王阿姨”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有
了爱，才有教育的先机。”冰
心老人这句广为传诵的名
言，也是王雪莹老师内心真
实的写照。

18年从教生涯中，王雪
莹先后获评重庆市骨干教
师、江北区首批创新拔尖人
才、江北区高中英语学科带
头人等荣誉称号，但对学生
无条件的爱始终是她教育生
涯的底色。

与普高教育稍有区别，
国际部教育教学工作主要面
向有留学意向的部分学生，
作为“大家长”的王雪莹的工
作相对复杂许多。从入口招
生到校区管理、从教育教学
到毕业工作，王老师的每一
天都是连轴转。因为做事雷
厉风行，对学生既严格要求
也施以爱心，她被同学们亲
切地成为“王阿姨”。

在王雪莹看来，对每一
个孩子的人生负责，是她对
自己和团队最基本的要求。

每一届学生带到高二，
都是王雪莹老师最忙碌的时
候。为帮助每一个孩子选定
发展方向、确定心仪大学、对
接学校要求，在充分尊重学
生和家长意见的前提下为孩
子们找到最适宜的大学，每
一个孩子沟通讨论10多次
都是常态。

一方面，王雪莹带领的
教师团队要时刻紧跟国际、
国家留学政策和国外大学入
口条件变化，适时把信息与
家长、学生共通；另一方面，
学校教研教学团队每星期分
学科开展中外联合教研，调
整教学进度、科目章节和个
性化教学需要，一个环节都
马虎不得。

对于以王雪莹为代表的
国际部老师们的付出，今年
同时成功升入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的学生李佳骏、冯子容、
庞礴、李思漫都深有体会。

进入高二下学期，全班
20多位同学基本都确定了
自己的大学方向，只有李佳
骏一个人需要上物理课。在
师资短暂紧缺的情况下，学
校通过买网课、借教师等措
施，充分保证了李佳骏同学
的一对一物理课程。

在王雪莹老师的工作
中，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尽管繁琐劳累，但她每天都
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
面对学生。或许，藏在王雪
莹心中的那份不变的爱就是
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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