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

新学期伊始，广信区各中小学扎

实开展校本培训工作，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

在煌固镇中心小学，广信区

教研室负责人应邀作 《 教学设

计的理论与实操》主题讲座。 讲

座从“ 理论”“ 设计” 关键词入

手，既有系统理论讲授，又有鲜

活生动的事例， 既有从教经验

的概括， 又有对现存问题的思

考，让教师们对“ 教学设计与备

课，学习理论与教学设计，教学

设计基本流程、原则与技巧”等

有了更深的认识 。“ 校本培训

《 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操》 ，让

我对教学设计有了更深的认

识，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我将沉下心来， 认真备好每节

课，上好每堂课，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努力做好一名农村教育

工作者。 ”该校教师郑雅婧说。

校本培训结束后， 该校组织全

体教师开展“ 专心从教、严谨治

学 、科学育人 ”主题宣誓活动 ，

进一步增强老师们的职业光荣

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丁宅小学的周群老师在学

校作了 《 教育孩子如何量体裁

衣》讲座。 她从孩子的家庭组合

关系、孩子父母的工种、孩子的

性格等方面，深入浅出、旁征博

引地讲解， 博得听讲座的教师

阵阵掌声。“ 是呀，都是同样的

孩子， 但是性格是完全不一样

的， 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有的放

矢地开展教育。 ”该校教师蒋秀

权说。

本报讯 林红英 记者蒋学

华报道：交流研讨明短长，谋划

协同互助； 强强联合促提升，力

求优势互补。

9

月

12

日，上饶中

学语文、数学、英语教研组长等

教师代表前往南昌参加了江西

名校联考第一次质量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共有

9

个地市

22

所学校参与， 分三个环节进

行。 第一环节由嘉宾交流共享

经验，传递协作精神，丰富人才

培养模式，以谋求强强联合，协

同共赢。 北大期刊社副社长陈

雄作《 强基计划 ：政策 、进展与

应对》 报告， 对强基计划的目

的 、意义 ，招生专业范围 ，招生

及报考流程， 相关学校的招生

规则及培养模式等作了具体介

绍。 研讨会第二环节，为各校优

秀试题颁奖， 上饶中学生物课

题组在此次名校联考命题中获

得突出贡献奖。 研讨会第三环

节 ，召开语文 、数学 、英语三学

科现场交流研讨会。 在交流会

上， 各校就此次联考试题的设

题、考点、评分细则、各校考情，

对下一次联考试题的要求 、建

议等作了热烈的讨论。 试题分

析后， 各校老师还交流了本校

高三第一轮复习安排、 教学特

色、训练安排等。

汇他山之石， 以攻坚克难。

上饶中学教师代表表示， 通过与

各名校交流研讨、 比较分析， 高

三年级对本年级的学情、 考情有

了明确的认识， 既认清自身不

足， 又找到自我的优势， 为提升

后阶段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尖子生的培养与规划明确了

方向， 达成了共识。

“我要向张定宇伯伯学习！ ”

广信区第一小学四（五）班 徐子涵

嫩芽初现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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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讯

残 疾 儿 童 上 学 记

陈新平 本报记者 蒋学华

吴晶珍 ： 32 年践行教育初心

余琳

教师风采

为进一步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及火灾防控能力，近日，信州区消防救援

大队到上饶市第二中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活动，包括疏散逃生

演习和消防实操实训项目。 通过“消防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学会报

警、疏散和使用灭火器，并初步掌握了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和自防自救的基本

技能。 记者 蒋学华 摄

消防教育

进学校

“ 园丁奖”“ 优秀党员”“ 优秀教师”“ 三八红旗

手 ”“ 最美教师 ”“ 师德标兵 ”“ 优秀班主任 ”“ 巾帼

标兵”……多项荣誉集于一身，从初上讲台的青涩

稚嫩到现在课堂上的游刃有余，她

32

年践行教育

初心，为农村孩子撑起了一片天。 她，就是横峰县

港边中学的吴晶珍老师。

当好孩子的启蒙老师

1988

年，刚参加工作的吴晶珍任职的第一所学

校是港边小学。“ 教学的第一个重担就是要当班主

任。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孩子们都看着我时，我也是

紧张了。 ”回想起生平的第一次，吴晶珍不好意思地

说道，“ 说是班主任，其实就是‘ 管家婆’。 ”上课、起

立、坐好，课堂上先举手再回答问题……一年级的孩

子，什么都得教。

启蒙教育，充满新奇与梦想。 农村孩子心思单纯，

他们能想到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他们常问：“ 老师，长

大以后我能去县城吗？ ”吴晶珍总是回答：“ 是的，不光

县城，好好念书，你们还能去往更多更远更好的地方

……”“ 从那时开始，我就想着，要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合格的班主任，引领孩子们抵达理想的远方。 ”吴晶珍

身体力行地坚守，小学这一教就是

15

年。

做好孩子的代理妈妈

港边乡是务工人员大乡，留守儿童多，家庭教育

缺失，中学住校生也多，已调到港边中学任教的吴晶

珍，就成了他们可靠的亲人。 学习上有困难，不会做

题，找她；孩子受伤了，寻医看病，都是她……

青春期的孩子，天性使然，贪玩好动。

2015

年，

班上学生刘方雷在课间玩耍，造成右手骨折，吴晶珍

马上联系车子把他送到县医院，因伤势严重，吴晶珍

又急忙将他送到市里，市人民医院也无法收治。“ 孩

子的父母远在外地打工，要是就此落下病根，影响孩

子的一生可怎么办啊？ ” 吴晶珍急得忍不住哭了起

来。一名值班的医生得知吴晶珍是孩子的老师，被感

动了，于是设法联系了一家医院和一位有名的医生，

吴晶珍立即带着孩子辗转来到那家医院， 受伤的刘

方雷终于及时做了手术。事后，吴晶珍只是轻飘飘地

说：“ 为了孩子的健康奔波不算什么， 只要孩子没事

就好。”因为及时实施了手术，刘方雷的手总算无恙，

并最终顺利考入高中继续学业。

不让一个孩子辍学

“ 不让一个孩子辍学！ ”这是吴晶珍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她把所有的热情和真爱都倾注在了孩

子的身上。

一名叫李广龙的学生厌学情绪严重， 从六年级

开始就反复多次辍学，吴晶珍只要想到就很是揪心。

“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如果真的辍了学，以后会是什

么样？ ”吴晶珍常去他家中，苦口婆心地规劝孩子的

父母：“ 孩子还这么小，你们一定要劝他读书啊，只有

读书，孩子才可能更有出息。”一次次劝说无果，吴晶

珍依旧不放弃，便三番五次直接找孩子聊天，做思想

工作，说学校里的趣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广龙终

于回到学校。

32

年的教学生涯，有人曾经问她，是否想从事

别的工作？她却说：“ 我从没想过要离开讲台，离开学

生！”从教一万多个日子，吴晶珍发现：学生和课本已

经融进了她的生活、她的生命。

32

年的付出， 孩子们没有辜负吴晶珍的期望。

他们有的金榜题名， 有的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长大后的孩子们都会到学校来看望她。“ 孩子们长大

后对社会有贡献，就是自己最幸福的事。 ”吴晶珍依

然守着港边中学的孩子们。

2020

年

9

月

1

日的晚上 ，

我写完作业和妈妈一起等候在

电视机旁，八点准时收看今年的

《 开学第一课》 。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非常特

别 ，它的主题是“ 少年强 ，中国

强”，传递了“ 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价值理念。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围绕“ 团

结·科学·担当” 三个篇章展开。

邀请了钟南山爷爷和“ 人民英

雄”张伯礼、张定宇伯伯、陈薇阿

姨等嘉宾，跟我们讲述感人至深

的抗疫故事。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

定宇伯伯，他是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的院长， 也是一个渐冻症患

者。 他虽然身患渐冻症，走路很

吃力，但在疫情期间他依然穿梭

在医院的各个角落， 治病救人。

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不幸感染

了新冠病毒，正在另外一家医院

治疗，除夕夜张定宇伯伯准备和

她视频通话时，突然收到紧急通

知：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医疗队

等即将到达武汉。“ 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 有祖国这个坚强后盾，

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张定

宇伯伯情不自禁地感慨。同时下

定决心：一定要携手全国军民为

我们的患者， 为我们的城市，为

我们的国家筑起一道生命的长

城。随即，他在视频里告诉妻子：

“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

张定宇伯伯的言行举止让

我肃然起敬，我要学习张伯伯那

坚强面对困难、 一心为民的精

神！

秋风送爽，旌旗飘扬，身穿

迷彩服的高一新生们迈着矫健

整齐的步伐，穿过彩虹门，有序

地进入田径场内……

9

月

14

日

上午，上饶市第一中学举行新老

校区

2020

级高一新生国防教育

开营仪式。新老校区高一年级班

主任和全体高一新生参加了本

次开营仪式。参加国防教育的学

生纷纷表示将以昂扬向上的精

神面貌圆满完成军训任务，并立

志在军训结束后将继续以军人

的气质、军人的修养、军人的优

良作风和团队精神， 向自己、向

学校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记者 蒋学华 摄

上饶中学教师参加江西名校联考质量研讨会

广信区开展校本教研助教师专业成长

我是上饶中学的高级地理教师，

2020

年

9

月

正式退休，从事教育工作

41

年，一生只做了一件

事———教育。

1977

年

12

月，我走进了高考试场，成为恢复

高考后第一届学生。

2011

年

7

月， 我参加了上饶中学的创建，为

上饶中学铺上了第一块草皮。

2011

年

9

月， 我成为上饶中学第一届班主

任。

2017

届，我是高三毕业班班主任，那年我

57

周岁。

2020

年

7

月，我告别了我的学生，告别了我

深深眷恋的上饶中学的讲台。

教师职业是清贫的，但我安贫乐道。在教育专

业发展的道路上，学生喜欢，家长认可，就是我的

追求。 我一直沉浸在课堂、讲台带给我的快乐中，

在追求温润良师的路上，我感受到了职业的光荣。

离别之际，漫步校园，金风送爽，丹桂飘香。

运动场，红色塑胶跑道。那是上饶中学弟子们

奔向远方的起点。

操场上，成人礼。 那是人生走向成熟的开始，

寄托了多少远游学子的乡愁。

甦荷湖，莲叶田田。 触动了多少才子的思绪、

佳人的情怀，由甦荷湖想起了《 甦荷》校刊，记录了

师生们在上饶中学诗意地栖息。

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不经意间，我发

现上饶中学就是我想去看看的诗和远方。

离别之际，回望上饶中学，人才辈出，硕果累

累。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进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向左看，熊世周、余欣、过文学，摘星揽月的高手，

80

后的代表。

向右看，一代免费师范生，小荷已露尖尖角，

90

后的苗子。

欣慰啊，上饶中学的传承和创新，自有后来人。

退休了，丹心不老。上饶中学的退休教师，站在哪里，都是顶天

立地，豪情万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教师随笔

莫

道

桑

榆

晚

为

霞

尚

满

天

刘

玉

兴

9

月

10

日上午， 玉山县双明中心小学上演了温馨的

一幕，当地派出所和县残联现场办公，为

9

岁智障男童查

泽熙办理了身份证和残疾人证，并和校长班主任沟通小孩

特殊教育事宜。

参与这一过程的玉山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玉山县作协

秘书长叶琳利很是感动：“ 三个多月前， 第一次见到查泽熙，

满心担忧；今天，再次见到这个小帅哥，满怀喜悦。”这件事倾

注了大家整整三个月的心血：层层反馈，坚持查证，最后惊动

中残联、公安部，最终揪出“ 查、査”之误，终于为男孩办妥一

张残疾人证，更有姗姗来迟的入学资格。“ 衷心感谢玉山退役

军人事务局、玉山作协、玉山残联、派出所、学校、乡村等多部

门的帮助！ ”查泽熙奶奶连连拱手致谢。

这个感人的故事还得从今年

6

月

6

日说起。 当天上

午，由玉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玉山县作家协会联合组成

的抗美援朝老兵采访小分队， 深入四股桥乡和双明镇采

访。 在樟木村采访郑汉牢老兵过程中，细心的叶琳利发现

屋里有一男孩愣愣地看着大家，显得胆怯木讷，没有孩子

该有的活泼。她心中咯噔一下，便主动走上前与孩子说话，

小孩却只是摇头，说不出一个字。叶琳利愣住了，这孩子是

聋哑人吗？后来才知道孩子就是采访对象郑汉牢老兵的曾

外孙，因为从小患有智障，跟着奶奶生活，家人担心他无法

和同学老师沟通，至今

9

岁了还没有上学。

“ 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叶琳利听后

很是难过，详细询问并记录小孩的基本情况，随即和残联

有关人士取得联系，想方设法帮助小孩查看病情、鉴定残

疾等级，希望帮助孩子办理残疾证，赶在秋季开学时，将小

孩送进相关特殊学校就读。 然而，在办理残疾人证件过程

中，县残联办证人员进入系统验证公安户口信息时，办证

页面却显示查无此人，可是，小孩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有，

到派出所查看孩子的户口信息是正确的，身份证号码也是

无误。

县残联办证员徐美芳是第一次遇到这样蹊跷的事，她

拿着小孩的身份证到火车站购票是成功的， 她更觉奇怪，

坚持每天和同事一道登录系统试图查看查泽熙的身份信

息是否能通过验证，但每次都失败。 眼看秋季开学就要来

到，小孩的奶奶急得团团转，不停往县残联、派出所跑。 但

是残联办证系统验证不过关， 派出所户籍信息显示正常，

双方相关工作人员也为小孩着急，四处查找原因，均没有

结果。 但是，大家都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时间悄悄过去

了两个多月。

县作协会员们一直关注查泽熙的残疾人证办理情况

和秋季入学，大家纷纷出主意，认为查泽熙年龄太小，建议

先争取在当地小学就读，方便奶奶照顾。 真是功夫不负有

心人！

8

月

28

日，作协一位同志将此事反馈至省残联，省

残联立即与中残联联系，经公安部户籍系统的工作人员反

复查找，终于发现原来查泽熙姓氏“ 查”字错写成了“ 査”

字，导致联网的电脑系统无法读取正确信息。 双明派出所

获悉原因后，立即启动一站式服务，马不停蹄为孩子修改、

办理各种证明手续，帮助小孩变更信息，改换身份证。县残

联紧随其后，急事快办，

9

月

10

日将办好的残疾人证送上

门。

而此时， 查泽熙已经在当地教育部门的关爱下进入

当地小学就读。 更让大家高兴的是， 通过老师同学和孩

子的不断沟通， 查泽熙已经慢慢走出原来封闭的状态，

只是喉咙障碍， 发声困难， 习惯了点头或摇头。 看到他

和同学们一起玩耍的开心样子， 很多人都感动得眼角含

有泪花。 “ 能够进入当地小学就读而不是去残疾特殊学

校， 这对查泽熙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可， 他将来很

可能在小朋友们的日常伴随下， 逐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吧。” 叶琳利说。

“ 查泽熙已经融入班级了。 ”班主任王芳说。 大家都为

之欣慰。 一度愁白了头发的奶奶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她抹

着眼泪开心地说要尽快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她有信心，孙

子在这么多有爱人士关怀备至的爱心相伴下，一定能够完

全康复。大家纷纷表示要爱心接力，守护查泽熙健康成长，

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