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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根据苏
州市《关于选派首批“援藏
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支教教师的通知》，高新区
首批6名优秀教师随苏州
市赴新疆团队前往阿图什
市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支教
工作。出生于 1959年 12
月的王运帮，是本次苏州
援疆支教 85人团队中年
龄最大的一位老师。

入疆工作以来，王运
帮全身心投入到关心爱护
和指导学生的工作中，课
堂上，他充满激情，传道授
业；下课后，他严谨治学、
悉心辅导。受援学校克州
二中原来不设早读课，课
堂上睡觉的学生很多。设
置早读课后，王运帮每天
第一个进班，督促和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的早读习
惯，一个月后，王运帮所带
班级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学习劲头十足，克州二
中董校长在巡视校园的时
候，发现了王运帮所带班
级的惊人变化和他默默付
出的点滴，当场感慨，一位
临近退休的老同志，还能
如此兢兢业业奋战在教学
第一线，并且带出成绩、带
出水平，实在令人敬佩。
随后的克州二中全校教职
工大会上，董校长号召广
大教师“先进就在我们身
边，要向王运帮老师学
习”。

今年 3月，王老师不
慎摔伤右侧肩韧带，为了
不影响工作，他一声不吭，
坚持到校教学；9月下旬，
天气转凉，王老师的右侧

手臂疼痛加剧，胳膊已不
能上举，整个人日渐消
瘦。大家发现王老师的异
常后，立即将他送回后方
医院诊断并手术治疗，为
王运帮检查的医生说，王
老师右侧肩韧带撕裂，其
严重程度可以想象当事人
的肩侧胳膊有多疼痛，但
是无法想象这位年近 60
的老人是怎样捱过6个月
的疼痛并始终不折不扣高
质量完成教学工作的。而
这期间，王老师不但高质
量完成教育教学工作，还
先后为阿图什硝鲁克中
学、克州二中、克州三县一
市的各高中学校共计千余
人开设了《铸魂》《立德、立
言、立行》《高考语文试题
分析、评分标准解读、答题
技巧指导》等讲座，受到当
地教师的欢迎。

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支
教老师，在新疆的日子难
免涌起思乡之苦，而王老
师不但做好了教育教学工
作，更是在支教团队里发
挥了凝聚人心的老大哥作
用，他时时鼓励年轻人要
以家国情怀看待远离家乡
的这段时光，珍惜它，积极
为新疆受援学校和孩子们
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
时锻炼自己的意志、提升
自己的业务。

不是所有的树都能生
长在大漠戈壁，胡杨做到
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开
在雪山上，雪莲做到了；不
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来到
西北大漠边陲支教，援疆
老师们做到了！

王运帮老师就像大
漠的胡杨一样扎根西北，
像山巅的雪莲一样融入
天山之麓，像和田的美玉
一样辉映新疆！在援友
眼里，王老师始终是一位
亲切敦厚的长辈，爱岗敬
业的楷模，优秀的共产党
员先锋！与他接触过的
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王
哥”。而无论大家怎样称
呼王运帮，他永远都有一
个响亮的称谓——苏高新
教育人。

在弘扬援疆精神中践行初心使命
高新区第一中学 王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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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学生的眼睛
就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的
态度怎样，他也会以怎样
的态度对待你。因为人心
都是肉长的，人都是有感
情的。让学生亲近、信任，
最好的做法就是深入班
级，跟学生一起活动，用实
际行动赢得学生的信任。
比如背课文，我对孩子们
说：“我要求你们背的，我
肯定会先背下来，你们可
以先检查我的背诵，然后
我再检查你们的。”所以高
二分班后，班主任选任课
代表，问语文代表有谁愿
做的，一下站起来 12 个
人，班主任只好用抽签的
办法决定了。他们对我信
任，于是就在周记里写他
们的心里话。有个学生成
绩跟不上，心理素质不好，
他周记里写道：“半夜我
睡不着，想起很多事，我
就打开窗户，骑坐在窗户
上……”我立即跟班主任
联系，慢慢做疏导工作。

去年高三，学生时间
排得满满的，老师答疑的
时间都没有，为了给学生
答疑，我中午吃过饭就去
教室外坐着等、下午学生
放学我就去教室外等，一
直到没有学生来问问题。
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
走，学生看我没时间吃晚
饭，就会跑过来给我一小
袋饼干、一块蛋糕啦等等
这些小零食。

我最初在农村中学工
作，没有集体备课可言。
我就天天研究课本，我的
课本比学生的破得多，磨
掉了封皮，卷了书角，几乎
每一篇课文我都熟悉得能
背下来。就这样一步一个
脚印地走过来。2000年，
我之所以能从农村中学直
接调进连云港市的新海中
学，也是与我当年的教育
成绩出色有关的。我当年
教的两个班成绩是全县所
有高三 40多个班级里排
名第一和第三。

过去我经常听人家
说，特级、正高是上不好课
的，成绩差是常态，所以有
些特级正高的所谓名教
师，学校都不安排他教毕
业班的。这可能有多方面
的原因，比如到名教师层
次了，大都年龄较长了，没
有年轻教师的拼劲了；也
可能在学校都有一定的职
务，精力有限。我时时以
此为警惕，提醒自己不能
沦落为一个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废人。

站稳讲台 珍惜平台 成为表率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张长松为认真贯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署，大力弘

扬高新区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的崇高师德，近日，高新区

教育局举办了全区教育系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

事迹报告会，7位来自不同学校、

不同岗位的苏高新教育人讲述了

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动人事迹，

用他们的身边事教育鼓舞身边

人。 我所秉持的教育，就
是在学生和家长的心里种
下快乐的种子，种下感受
美好、享受生活的能力，总
有一天，会得到快乐，收获
幸福。

所以，从初一开学的
第一天，我就站在教室门
口，热情地对每一个走进
来的学生喊出他的名字，
说一句早上好。一天天过
去了，我看着孩子们从开
始的拘谨扭捏到现在的落
落大方，他们会主动对同
学、老师发出真诚的问候，
用璀璨的笑容传递着温暖
和快乐。

和孩子们见面的第一
天，我就和孩子们做了一
个关于安静下来的约定。
于是刚开学的第一个月
里，在我班的教室里经常
看到这样的手臂林立的场
景，这是当我、或课代表、
班级干部们有话说的时
候，当教室里的声音有些
嘈杂的时候，我们对彼此

发出的信号，每个高高举
起的手臂都代表着承担维
护秩序的责任，这个行为
让他们的内心充满荣耀，
也因荣耀而满足。他们懂
得了承担责任就是快乐。

而且，现在我们的教
室里已经很少见到手臂林
立的场景了，因为他们已
经学会了说悄悄话，他们
发现，不打扰别人也是自
己的快乐。

很难想象吧，我们班
级的初中生活，是在温暖
的相互猜测中开始的，这
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名
为“守护天使”的活动。谁
都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守护
天使，但都知道自己该守
护谁。于是，每个人都默
默关注着同学，随时准备
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
微笑着注视着身边的同
学，感觉身边的人都好像
是自己的守护天使。这一
周，班级的气氛莫名的友
好。一周之后活动结束
了，在活动分享会上，孩子
们提到了很多新奇的感
受，他们发现善意会换来
温柔以待，比如赞美别人
给对方带来的快乐让自己
更快乐。

“守护天使”的活动让
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内心
里住着一个善良柔软的小
天使，遇见她，让自己如此
快乐。每个人都会跟着自
己的心意，小心呵护内心
里那个美好的自己。

快乐育人 育幸福人
高新区第三中学校 高旻

十九年前，怀揣青春
与梦想，我来到了苏州高
新区，和许许多多的新区
教育人一起挥洒汗水，播
种希望。十九年光阴，弹
指一挥间。千千万万个平
凡的我们，亲历了高新区
教育的破浪远航，见证了
杏坛名师的熠熠星光。

工作以来，已经记不
清参加了多少次比赛，磨
着磨着就坚强了，练着练
着就成长了。这份经历，
让我能登高望远，更让我
内心丰盈，一个个脚印伴
随我的成长。我幸运，我
有好多个师傅。李志清校
长是一个有教育情怀的
人，他的课堂，哪怕一节普

通的家常课，轻松点拨，总
有神来一笔；范读指导，让
人如沐春风。初干行政工
作，难免手忙脚乱，也会
心塞委屈，师父的金句永
远鼓励着我：化解冲突需
要磨练，暴露问题更有价
值……还有周雪芳、许红
琴等值得尊敬的语文教育
专家，总在点点滴滴处引
领着我。他们以“厚德”治
学，以“厚德”待人，见贤而
思齐，叫我如何不努力？

我幸运，我有一群好
同事。五个校区携手共
进，七位校长守望相助，我
们就是彼此最好的依靠和
支撑。左脚骨裂，做手术
才三天的曹叶青坚持靠着
轮椅每天坚守在讲台上。
孩子们快乐地围拢在她的
身边，两个月时间一直到
学期结束，轮椅上的背影
显得格外高大。陆伟、张
明珠、孙大武、邹伟卫，四
位党员像四面旗帜，他们
主动请缨，坚守在祖国的
北疆和贵州，播洒高新区
教育人的爱与汗水。每个
人都知道，照亮自己的路，
也能照亮周围的人，一群
人并肩前行，就能走得更
远，更好。

不忘初心 守望幸福
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 楼琦君

都说，新老师第一年
要站稳讲台。这一年有很
多让我记住很多年的身
影：青城山路执行校长倪
凯健，校区的大事小事都
需要他操心，他每天都会
抽出时间坚持面批学生的
作业、订正，他说：“作业布
置了就要认真批改，认真
讲评，这是对学生负责
任。”我的师父张晓兵，身
为教务处主任，且是大市
学科带头人的他，不管忙
到多晚，都会认真拿出教
材、学案、课件进行备课，
他说：“备课上多花一分
钟，可以节约所有学生一
分钟。”身边老师对工作的
执着、踏实、负责、严谨，在

平凡岁月里日复一日的坚
持，这每天坚持都源于他
们“对每一位学生负责”的
初心吧，老教师如此，那我
呢？

我慢慢把心沉静下
来。从坚持听课、认真写
教案开始，做到自己先备
好课，再去听课。有时候
会同一节课去听取两位甚
至三位老师的课，去对比
几节课的设计，学习对问
题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去
找寻属于自己的教学风
格。一学期听课篇数多达
80余篇，这样一坚持就是
三年。如今，我辗转三个
校区，工作前三年的备课
本、听课本都保存完好，现
在还时不时拿出来翻看，
再进行学习、思考，尽力把
每一节课都上得更好。也
正因为如此，我也具有了
自己上课风格，轻松、幽默
又不乏严谨和细腻。

世间事，要坚守一辈
子何其难。惟其艰难，更
显勇毅，惟其坚持，才能实
现梦想，成就事业。作为
青年教师，始终牢记教书
育人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不忘初心，从做好“一阵
子”到坚守“一辈子”。

用最初的心 做永远的事
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袁媛

据不完全统计，男教
师在幼儿园教师总数中的
占比不到3%，但是高新区
幼儿园男教师发展共同体
工作室却已经拥有了 47
名成员！我从这个数字中
感受到高新区教育局对于
我们男幼师发展的高度重
视和深厚的关爱，我在这
个群体中感受到蓬勃朝气
和强大力量，也相遇了一
个个优秀的男幼师同胞。

高新区竹园幼儿园的
栾建武老师，2006年从大
学毕业，他怀揣着一颗真
挚的心投身幼儿教育事
业，从一个青春洋溢的小
伙子变成两个孩子的爸
爸，14年来，他一直扎根

幼儿园教育一线。家长们
对他满意，因为他能带给
孩子们特别的安全感和力
量感。女同事们对他惊
讶，因为没想到这位男老
师管理班级有时候比女老
师还要细腻，孩子们都亲
切地叫他“小武爸爸”。

还有一米八七的大
个、宽厚的肩膀、有力的双
臂，学过拳击，喜爱书法，
不仅有一副好歌喉，还弹
得一手好吉他的华家琰。
他全身散发着青春活力，
是幼儿园操场上的焦点。
不管是在自己的幼儿园教
学，还是远赴贵州铜仁支
教，这个随身携带音乐的
“王子哥哥”很容易就和孩
子们打成一片，“我不喜欢
孩子们叫我老师，相处久
了，女孩子叫我哥哥，男孩
子就叫我大哥。”说到孩子
们给他起的那些五花八门
的称谓，这个 95后阳光大
男孩腼腆地笑了。

华家琰说：“我爱孩子
们，他们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这份工作我将会坚守
一生。”而他的话语也代表
了我们这个 47人群体的
共同心声！

用“爱”行教育，用“心”担使命
文昌实验幼儿园 禹莉沁

很多人要问，你们为
什么要这么重视党建？我
想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和正能量，能够感染
身边的人，给我们指引正
确的方向，寻找到心灵的
归属。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
的首要问题。”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
高度上，为做好新时代教
育工作提供了思想遵循和
行动指南。

我们要通过构建充满
党性、个性、灵性的党建文
化，影响、唤醒、改变并引
燃教师服务教育的内生动
力，进而外化于形，为年轻
灵魂注入红色基因，为国
际化教育发展注入动力。

在这样顶层设计下，
苏科外成立了“红色引力，
博慧先锋”党建品牌。“红
色引力”是指按照党章、党
规要求，增强党的理想引
力、精神引力、组织引力。

在“红色引力”的指引下，
我们严格规范党建组织、
制度、流程、活动等。党员
身正为范，在教职工队伍
中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清正廉洁，积极向上，无私
奉献。“博慧先锋”的“博
慧 ”是苏科外的品牌理
念。学校党组织将组织党
员努力进取，争做博慧先
锋。党员教职工们勤学
习，勤实践，时时处处都以
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
在各种场合体现党员的先
进性。

为了丰富党员教师的
知识内涵，在区组织部的
支持下，按照苏州市党员
先锋书架的标准，苏科外
专门在图书馆开辟出一
角，设置博慧先锋书架，陈
列党的文献等红色书籍、
方便党员学习。我们在第
二支部书记缪培培同志的
组织下，开展党员博慧书
苑活动，定期开展阅读活
动与交流分享，为博慧先
锋党员和先进教师提供分
享经验的平台，也成为其
他党员教职工们学习的平
台。

在常规学习活动基础
上，我们还积极开展博慧
党员活动，与苏州大学外
国语学院多语种支部进行
交流共建，并且每学期开
展党员演讲、党员绘画以
及护城河步道等活动，着
力打造一支具有党性强、
有悟性、有活力、团结一致
的党员队伍。

红色引力 博慧先锋
伦华教育集团总校长 曹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