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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最美教师

在宝鸡市特殊教育

学校，有一名叫刘仙明

的特教老师，在他看来，

从事特教工作，不仅要

秉持强烈的事业心及责

任感，还要用真挚的爱

去呵护每一名残障学

生，用实际行动温暖他

们的心灵。

刘仙明长期担任听

障学生班主任和残障学

生心理健康的辅导工作。

为了学生的事他操碎了

心，学生病了，他带学生

看病买药；学生过生日，

他为学生买蛋糕庆祝生

日；假期中学生和父母

吵架，要离家出走，父母

给他打电话，他二话没

说，开车来到学生家，安

抚学生情绪，修复学生和

家长的关系。虽只是一名

普通的教师，但刘仙明却

用爱心做着细微的事情。

刘仙明告诉记者，自

己刚带班时，班上有一名

女学生小梅，性格孤僻，

像一只“刺猬”竖起长长

的刺，随时准备扎伤靠近

她的人。她独来独往，没

有一个朋友。一天，刘仙

明正在写教案，语文老师

突然打电话说小梅找不

到了。他连忙到处找，最

终在校门口大槐树下找

到了小梅，她的脸上挂满

了泪珠。刘仙明心想，趁

此机会要和小梅谈谈心。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地

上很冷。”刘仙明问。小梅

回答：“学习难，我什么

都不懂。”在刘仙明循循

善诱下，小梅逐渐敞开了

心扉，表示自己也想让老

师和同学们喜欢。刘仙明

告诉她，要想让大家都喜

欢，就要与同学互相帮

助，多露出笑容。这件事

以后，小梅有了一些改

变，刘仙明不断鼓励她，

让她多参与课堂上的提

问；课下一有时间，就和

她聊天。慢慢地，小梅变

得乐观自信、乐于助人，

再也不乱发脾气了，还收

获了很多友谊。

这样的事情在刘仙

明身上还有很多。“行走

在特教这条路上，虽然困

难重重，但能与孩子们一

同成长，我感到非常荣

幸。”刘仙明说。

风驰电掣般奔跑，控球传

球盘带突破，远角破门……在

宝鸡中学的操场上，体育教师

顾蓓正在给学生做着示范动

作。严寒酷暑，他的身影大多时

候都在操场。同事们开玩笑说：

“顾蓓已经‘焊’在了操场上，

‘焊’得死死的。”

出生于 1987 年的顾蓓是

个铁杆球迷。2007 年，从陕师

大毕业的他，成了宝鸡中学的

一名体育教师。痴迷足球的他，

准备组建一支足球队，大干一

场。看到学校没有专业训练器

材，他自掏腰包，买来了训练设

备。顾蓓原以为万事俱备，追逐

足球的梦想即将实现，不料，现

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报名者寥寥；而且，报了名的

个别队员，也因为家长强烈反

对，不得不退出足球队。

顾蓓并不气馁。既然学生

和家长的担心是影响学业，那

就证明给他们看。于是，顾蓓

给足球队立下一条铁则——

要想踢球，先搞好学习。同时，

他给每一名队员建立了学习

成绩档案，记录并掌握每个

球员的学习和生活动态。哪

个队员的学习有薄弱点，他

便找班主任、任课老师，帮助

学生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

哪个队员的学习习惯不好，

他便想办法，纠正队员的学

习习惯。即使外出比赛，他也

会要求学生抓紧学习。慢慢

地，所有人发现，足球训练不

仅没有影响学生的学习，反

而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提高了学习效率，不少队

员的学习成绩甚至跻身全年

级前十。而且，原本一些在班

里表现欠佳的学生，为了学足

球，学着约束自己、管理时间，

慢慢地变成了学习、球技、品

行俱佳的优秀学生。

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更

多学生的参与，足球队在顾蓓

的带领下慢慢步入发展的快

车道。2015 年，顾蓓与宝鸡

中学足球队迎来属于自己的

高光时刻。在当年的陕西省青

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中，宝鸡中

学一战成名，以全胜的战绩捧

回了冠军奖杯 ；更是因为他们

在赛场外抓紧时间复习文化

课、比赛后场地上没有一片纸

屑等文明行为，被组委会特意

授予道德风尚奖荣誉。“宝鸡

中学足球队是一支技术性队

伍，动作干净利落，让人尊敬、

佩服。”“宝鸡中学足球队的表

现是值得所有球队学习的榜

样。”……赛后，看着自己的

学生捧起冠军奖杯，听着参赛

选手与教练员的高度评价，顾

蓓泪如雨下，这个“焊”在足球

场上的实干派默默地给自己

说了两个字“值了”。

就是这样，顾蓓用自己的

方式，硬生生带出了一支球技

精湛、意志坚强、团结进取的

优秀团队，带领球队 10 次荣

获全国、全省足球比赛项目亚

军、季军，3 次荣获陕西省校

园足球联赛冠军，6 次荣获

宝鸡市校园足球联赛冠军。据

不完全统计，近六年来，他带

出 78 名足球特长生，仅 2021

年就有 9 名体育特长生圆梦

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

京体育大学等名校。

原本普通、涣散的班级，在

她接手之后，变得团结、奋进，

人人争着为班集体出力；原本

抽烟、上网、打架的问题学生，

经她点拨后，迅速转变，努力学

习，一跃成为优等生……她就

是全国优秀教师、陈仓区陈仓

初中化学教师刘婉玲。

那么，刘婉玲的本领是如

何练就的呢？

爱岗敬业是刘婉玲的秘

诀之一。自 1995 年参加工作

以来，刘婉玲在三尺讲台上已

经站了 26 年。这些年来，她

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校，带动学

生早早进入学习状态。26 年

里，她把课本讲了一遍又一

遍，但她不愿吃老本，不愿重

复以前的教法、教案，坚持把

每一节课都当成新课，坚持根

据学生的学情，重新备课，重

新磨课。26 年里，她有很多

次机会可以离开教学一线，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但她选择了

坚守，选择了与学生共成长。

“刘老师是真心热爱这份事

业。”陈仓初中一位老师给记

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教

《粗盐提纯》一课时，大部分

教师是给食盐中加一些泥土

制成粗盐。刘婉玲为了拓展学

生视野，让教学更有效，她利

用去青海旅游的机会，专门从

青海盐湖背回十来斤粗盐，放

在实验室，供学生学习。同行

打趣说 ：“别人旅游给亲戚朋

友送礼物，你旅游是给工作带

礼物，可真新鲜。” 

爱生如子是刘婉玲的秘

诀之二。从业至今，刘婉玲始

终记着一句话 ：热爱一个学

生等于成就一个学生，而厌弃

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

生。为此，她总是将学生记在

心头。小朱是陈仓区西部山区

的一个孩子，自卑、胆怯，不善

言辞。于是，刘婉玲特意设计

了很容易的问题让小朱回答，

慢慢地锻炼小朱的胆量 ；小杨

结交社会青年，抽烟打架，被

老师和同学贴上了问题学生

的标签，刘婉玲却跟不知道一

样，不仅常常找小杨拉家常，

还让小杨当上了班上的劳动

委员。最终，小杨以优异成绩

考入了虢镇中学。至今，小杨

感动地逢人便说 ：“没有刘老

师，我这辈子早就完了。”小乐

中考前骨折，刘婉玲在给小乐

无偿补课的同时，还整理了各

科的课堂笔记，方便小乐学习。

中考期间，考场不允许家长进

出，刘婉玲就用她瘦弱的身体，

背着小乐走进考场，一边走一

边还风趣地说：“孩子别怕，老

师一定把你背进你理想的高

中。”信其师，听其言，刘婉玲的

真心付出，赢得了学生的爱戴，

落实到了学生的实际行动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6

年的教学生涯，让刘婉玲收

获颇丰。教学上，她先后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教学能

手、陕西省师德标兵等称号 ；

科研方面，她的论文《培养化

学核心素养，导出灵动的课

堂》、教学设计《碳和碳的化

合物》荣获省市区大奖 ；育人

方面，她的学生不用扬鞭自奋

蹄，个个出类拔萃，成为更好

的自己。

一年又一年，我市教育人三尺讲台育桃

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成为万千学生成长的

引路人，也见证了我市各级教育的变化和发

展。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市评

选表彰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为充分发挥榜样

的示范引领作用，今日讲述其中三位优秀教

师的育人故事——

用爱呵护
特殊孩子的心灵
——记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仙明

本报记者 李一珂

爱心点灯  照亮学生前程
——记陈仓区陈仓初中教师刘婉玲

绿茵场上追梦人
——记宝鸡中学教师顾蓓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唐晓妮采写）

刘婉玲 （前排右二） 给学生辅导功课

顾蓓在赛场外做技术指导

刘仙明和学生在一起

我的教育 事故

十八岁时，教我数学的是

一位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女教师。

她个子不高，有些微胖，一站上

讲台便用一双聪慧的眼睛，不断

向学生投来疑问、期待、赞许的

目光。虽然是数学课，可这位老

师的授课一点儿也不枯燥。我记

忆最深的是她讲三角函数，会像

摆擂台一样迅速写出题，然后等

着学生上台打擂。那个时候，班

上同学常常争先恐后地登台“献

艺”，但有时候也难免全部“阵

亡”。于是，大家只好一脸期待地

望着老师。这个时候，五十多岁

的她精神抖擞，站上讲台，一气

呵成，拨开了大家的思维迷雾，

让所有人恍然大悟。最重要的

是，整个讲题过程行云流水，把

公式换算讲得比变魔术还好玩。

这位风趣睿智的老师让我看到

了我心目中最美教师的样子，也

让我明白知识和智慧可以让一

位青春不再的老师仍旧很美、很

可爱。现在，走上教坛的我，真正

懂得了教师的辛苦，也遇到了更

多最美教师。他们中有戴着老花

镜、忍着腰颈椎疼痛也要改完最

后一份试卷的罗老师；有下班

了依旧在耐心与家长沟通的张

老师；有艺术节前扭伤了脚，依

旧坚持组织排练，帮助学生圆梦

的音乐老师；有被学生气得怒

火中烧，但依旧压下怒气，循循

善诱地开导学生的数学老师。在

外人看来，他们是校园里很平凡

的老师，但在我心目中，他们日

复一日地坚守三尺讲台，也都是

最美老师。

四十岁，发生在儿子身上的

一个故事，让我又看到了最美教

师的新境界。儿子高一时，生物

学科老拖后退。一次测验之后，

儿子忐忑不安地走进了生物老

师办公室。他的老师以一贯的淡

定口气说：“凭你的智商，拿下

生物必定没有什么问题……”这

句话让儿子卸下了心理包袱，感

受到了老师的包容、理解、支持

和激励。他开始用心地学生物，

并且成绩大幅提升。看到这里，

我看到了最美教师的另外一种

境界，他们用看似不经意的方

式、话语，如甘霖一般，浇灌着学

生心田，激发学生学

习的动力，助力学生

全面健康成长。

随 着 年 岁 的 增

长、阅历的加深，我心

目中的最美教师形象越来越多

元。最美教师，既是带领学生突

破知识迷雾的“指南针”；也是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践行“爱岗、

敬业、创新、奉献”四个字的无名

者；更是走进学生心灵深处，发

现每一个孩子闪光点的“伯乐”。

（金台区陈仓路小学教师杨
丽霞口述  唐晓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