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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核心力量，教师的成长关系到学生的未来。9月7日，浙江省庆祝第34个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会举行，省特级教师、省农村教师突

出贡献奖、省“春蚕奖”等7个奖项1062名教师受到表彰。记者就教师们关注的问题采访了部分获奖者，探讨——

他们因何而优秀
——请收好这份教师成长关键词清单

E:向往
教师的工作总是和未来融合在一

起，对未来有怎样的期待，就有怎样的

生活和工作。获奖的教师们对未来抱

有什么样的期待？

曹纺平：我非常希望融合中外教

育优势，探索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模式。最

近，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借助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差异教学”研究已有的

成果，将学校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智

慧家园”。期待学生、教师和家长有更

多互相交流的场所，有更多共同参与

的活动，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人们

之间的差异将在智慧的碰撞中成为最

好的学习资源。

缪华良：我小学、中学入读的就是

乡村学校，记忆中乡村教师尽职、朴

素、温和，一直温暖着我。今年暑假，

我有幸成为马云基金会乡村获奖校长

和获奖教师的讲课导师，认识了全国

多位优秀的乡村校长和教师。同时，

因为一次在富阳区春建乡中心小学的

讲课，有幸结识了该校的教师。在他

们身上，我看到了新时代乡村教师执

着、坚毅、智慧、淳朴的高尚品格和浓

浓的教育情怀。他们热爱事业、热爱

孩子、热爱生活，一直坚守在乡村小

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今年，在杭州

市教育局人事处和富阳区教育局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春建乡中心小学

建立了自己的乡村名师工作室。我和

工作室的学员们以课例研究为切入

点，以小班化推动个别教学为研究课

题，开展了多次活动。现在已经吸引

了城区富春第八小学及春建中心校周

边乡镇农村小学的骨干教师加盟工作

室，队伍扩容了，农村教师的受益面也

扩大了。我明年就进入50岁的知天

命之年，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能

为乡村教师的培养尽自己的一份力。

范天银：愿职业教育得到各级领

导的进一步重视，作为职业学校也要

进一步内强功夫，外塑形象，培养学生

的工匠精神，为我国的“大国工匠”工

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俞培锋：努力把弘毅小学和弘毅

教育研究院打造成浙江省乃至全国知

名的教育品牌，让弘毅优质的教育资

源惠及更多人。

许利华：我的愿望是让每一位特

殊孩子都能得到最适宜的教育，希望

社会各界能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支持

和帮助，让这些孩子在不久的将来能

回归主流社会，充分感受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也同时通过习得的一技之长

回报社会。我将为实现这个愿望尽自

己最大努力。

F:希望
相信每名教师在个人成长过程中

都会有碰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面对

青年教师，他们会给予怎样的寄语？

邵国成：在每天的工作中寻找激

情，让自身充满活力。

鲍旭黎：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默

默付出，默默守望。

缪华良：压担子、找茬子、想路子，

让自己尽能力极限工作。年轻教师要

扎根于自己的课堂，问题即课题，教学

即研究，成果即成长，在耕耘工作的同

时幸福地创造幸福！

俞培锋：一个年轻教师，在工作中

充分挖掘自己的特长，干出成绩，成为

学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才会有相应

地位。

沈伟江：用力只能是称职，用心才

能够优秀。希望年轻教师能够成长为

有爱心、有智慧、有梦想、有情怀，懂得

坚守、懂得感恩、懂得奉献的优秀教师。

寿丹：当你的学生一直记得你的

好，记得你一直在哪里，记得回来看看

你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你正在做

一件最有意义的事，那就是用心教育。

余文君：成长，在泥土的芳香中。

既要仰望星空，更要埋头苦干。用心、

用情善待每一个孩子，以德育人，以爱

引爱，培育孩子，成全自我。职业旅途

走得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而荣誉只是

你努力付出的副产品。

许利华：多读书，读文学经典、读

教育专著。一个人优质生命的成长

史，就是一个人文化升值的阅读史。

读文学经典能润泽我们的精神，读教

育专著能丰富我们的智慧，多读书能

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品质。

（言 宏 整理）

信念是明灯。每个优秀教师都有自己的教

育信念，这支撑着他们在面对困难时坚强依

旧。他们相信学习没有终点，教育也没有终点，

每个人都在接受教育和自我学习中不断完善。

省“春蚕奖”获得者、杭州市凤凰小学校长缪
华良：像种树一样做教育！树木、树人是相通

的。学生的校园生活自由、自如、丰富多样，就有

舒适感、幸福感且充满创意。人的根基，就是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的树立，健全

的人格才是教育的宗旨。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育

人的第一策略。

省“春蚕奖”获得者、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校
长曹纺平：无用之用，是谓大用。教育如农业。

要尊重作物的成长规律，适时提供作物需要的养

分、水分、阳光等，农民才会有一个好的收成。教

育培养人也一样，急于求成、过多干预是很难培

养出优秀人才的。从事教育工作要有平静、平和

的心态，多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潜心培养学生

广泛的兴趣、坚强的意志、独立的见解以及良好

的文学和艺术修养等。

省“春蚕奖”获得者、诸暨市店口镇弘毅小学
校长俞培锋：润物无声，静待花开。为每一位年

轻教师和特长教师搭建平台、创设机会，让他们

成为名师、特色教师；让每一个有个性、有特长的

孩子脱颖而出，人格健全。

省中小学师德楷模、金华市南苑中学教师鲍
旭黎：永不放弃！放弃班上的一个学生，对教师

而言可能是五十分之一，对家长却是百分之一

百，所以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全力去做好。享

受用智慧和爱心交织而成的教育人生！

省“春蚕奖”获得者、绍兴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校长邵国成：让中职生挺拔地站立起来！为

此，我提出学校以“立文化”为校园文化核心，在

内涵上倡导“立德、立志、立业”，在实践上倡导

“立规、立言、立行”，以充分激发学生身上的无限

潜力和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让每个梦想都开

花，让每个生命都出彩。

省师德楷模、杭州市建兰中学教师寿丹：用
心去呵护、去陪伴、去引导、去爱我的学生，让他

们成为温润而有光泽的人。我所认为的优秀教

师应该用爱心和耐心唤醒每一个孩子内心的种

子，用信心与恒心呵护每一个孩子。

省“春蚕奖”获得者、天台县职业高级中学副
校长范天银：期望相容，静待花开！正如世界上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

二的。作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特点，发现学生

的闪光点，相信学生，静待花朵的最美绽放。

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绍兴市柯桥区职业
教育中心沈伟江：不浮躁、不抱怨、不推诿、不后悔，

像牛一样勤勤恳恳地耕耘着自己平凡的人生。用

每一天的认真诠释着献身教育的孜孜追求。

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省特级教师、宁波
市鄞州区邱隘实验中学余文君：基础教育要为孩

子们打下精神的底子。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

独一无二的，在我的眼里，只有调皮的孩子，没有

坏孩子，多年以来我坚持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

起一方成长的天空。

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龙游县泽雅学校许
利华：爱心静候花开，专业创造奇迹。在特殊教

育学校，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通过专业的力量，

让这些“折翼的天使”健康快乐地成长，让师爱得

以升华。

A:信念

教师生涯中教师要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让学

生心服口服，事半功倍。不论是新背景下学困生

的转化还是促进学生的高效学习，都是一个漫长

而艰巨的过程，是教育者责无旁贷的义务，更是

教育魅力的体现。从教过程中，总些一些难忘的

事和人改变着他们和学生。

俞培锋：一个人，站在不同的高度，就能看到

不同的风景，就会有不一样的胸怀与感悟！记得

在一次班会课上，我请同学们给自己打个分数，

写几句评语。一位学生上台摸出一把小梳子说：

“俞老师，请你梳好头发再给我们上课吧！”这件

事让我产生很大震动，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件

事让我懂得学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从此，我不

再扮演主宰学生的角色，不再以自己的意志去左

右学生，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以

“学生满意不满意”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

许利华：刚从普校调入培智学校那会儿，一切

都极具挑战性。有的孩子一节课要离开座位十几

次，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大喊大叫，有的孩子不能用

语言正常沟通……这些都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

的难题。我迷茫、忧虑、痛苦，随后我大量阅读特

殊教育专业书籍，并积极参与特殊教育专业培

训。通过不断地学习，丰富了专业知识，提高了专

业技能，并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实践运

用，开设“唱游与律动”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余文君：每个人的招数都不一样。比如我经

常自嘲，我是我们学校里“最懒”“最不务正业”的

语文老师。我的语文课，常常是故事课。我喜欢

在课上与学生尽兴聊，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文

学、历史等等，所以孩子们非常喜欢上我的课，因

为有趣、不累。这个“懒”不是随心所欲的放任，

而是精心设计的放手，是运筹帷幄的旁观。我

要求学生一年里面要做六件事——“六个一”工

程：上一堂语文课、作一次演讲、推荐一本书、介

绍一部电影、拍一部微电影、排一幕课本剧。我

的学生学得并不轻松。语文教学我追求的就是

这么一种状态，做一个“懒”老师，培养一批勤快

的孩子。

鲍旭黎：由于社会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我

原来工作磨砺中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常不奏效，

个别学生就像脱缰的野马让人束手无策。我觉

得学一些心理学知识会有帮助。于是，2005年

我考了国家心理咨询三级证书，后来取得心理健

康教师B证，并在清华大学心理健康教师国培班

毕业，所以平时工作中能运用一些心理学知识与

学生产生共情。从心理而不是道德层面理解学

生，可以避免很多冲突。

缪华良：作为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和

自己的学科功底同样地重要，小学教师的课堂教

学组织能力尤为重要。俗话说：规矩越多违反也

多。我给小学生上课主要靠的是幽默风趣没有

过多的清规戒律。

省中小学师德楷模、永康市第一中学教师胡
南益：宽容学生的爱是伟大的，其力量也是巨大

的，它能够融化学生心里的坚冰，也能拉回别人

无法截住的“犟牛”。一次上课，两名学生没听课，

也没完成作业。我一批评，他们口出狂言顶撞

我。当时我很想揍他们，但只说了句“下课再找你

们聊”。因为想想他们是不懂事的学生。我召开了

“如何做人”的主题班会课，随后，还经常以父亲对

待孩子的心态找他们谈心，学生终于转变了。现

在这两位学生都成了公务员，我们亦师亦友。

B：绝招

教育是坚守，也需要创新改革，在创新的过

程中常常会遇到阻力，教师们是如何克服的？

缪华良：教育需要坚持。作为校长，我积极推进

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去年，我们坚持实行学

生学业评价等级制，严格执行20年前杭州市就已

推动的等级评定改革和学生成绩直接等级评定的

要求，拒绝在期末公布任何一名学生的分数。今年

7月3日，我校五年级一学生家长通过杭州市

12345市长电话，投诉我校不公布学生分数的行

为。我顶住各方压力，坚定地维护学校的评价改

革，坚持学生学业等级制评价不动摇，“霸气”地拒

绝，绝不妥协。凤凰小学坚持学业评价等级制，不

搞期末阴阳成绩单，拒绝家长探分的改革勇气，短

时间内在全国有了广泛的影响，业内同行纷纷点赞。

鲍旭黎：我自2007年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

以来，带领部分班主任、学生家长和学生编写了

南苑中学的校本德育教材《励志成长手册》。保

证并坚持每周一节读写课和一节主题班会，专门

学习《励志成长手册》相关内容。在学习过程中，

及时记录并解决学生反映出来的问题，同时鼓励

学生将所学写成感悟，并联系现实生活，将正确

的道德规范运用到平时的一言一行中，真正体现

我校德育的亮点。我校潜心于提升校园文化内

涵和档次，以十项活动为载体，培养学生集体的

荣辱感和团结向上的进取心，关注问题学生思想

动态，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德育工作经验得以在全市推广。

范天银：育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而文化又

是育人之本。我分管学校德育工作，根据中职学

生的特点，汲取地方和合文化的精华，倡导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职业、人与自我的和合，打

造“和合德育”管理品牌，进一步创新“和合立人、

我知我谁；和合立德、我知我为；和合立身、我知

我材；和合立心、我知我慧”的四立四知德育模

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通过一系列德育主题活

动，用文化熏陶、感召学生，育有担当、讲仁爱、崇

正义之人，取得很好效果。“和合德育”荣获省中

职德育品牌建设项目。

许利华：我带领学校教师进行课程改革，构

建了以“生活体验为核心”的单元主题教学模式，

成为学校实施个别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C:创新

找到工作的意义，永远激情满满。帮助周围

人成长才是最好的自我成长。教师们如何一直

保持工作激情？

俞培锋：教师发展了，教育才会改善，学生才

能学好。在农村小学店口镇第一中心小学工作

期间，我组建了青年教师研修者联盟，组织青年

教师读书会，带领教师们结合课堂实践开展课题

研究，使教师们提升了科研意识，获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我还邀请专家来校讲课、输送教师名

校学习等多种渠道帮助教师开拓教学视野、创新

教学方式。教师获得全国微课大赛课件评比一

等奖，浙江省微课和课件评比一等奖等各种奖

项，所以始终有一种专业成长的激情在。

邵国成：在每天的工作中去寻找一种激情，

寻找一种快乐和幸福，产生职业幸福感、获得感

非常重要。其一在于教师会什么？我认为最好

能达到“五个会”，即“会奉献、会育人、会学习、会

创新、会生活”，这是教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内

驱，引领教师不断去达到所会目标，并在追寻的

过程中获得幸福，我把这一工作称之为“五会教

师”幸福工程。其二在于教师能获得什么？我采

用了“两个办法”，即教职工发展性绩效评价办法

和绩效工资计发办法，通过不断创新的外力驱

动，激励教师学会正确评价自我并能正确对待付

出与收获，从而产生真正的职业获得感。

缪华良：我多年在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工

作，担任小学语文教研员有15年之多，由于这一

特殊的经历，不少年轻教师都成了我的徒弟。我

告诉他们，教师是专业人士，光有情怀是远远不

够的。如何让自己走向专业？我从2002年起，

就带着教师学员们开展教学课例的研究，后来又

进一步发展成为视频案例的研究。我们用摄像

机录制教学过程，用录音笔捕获访谈信息，用各

类量表工具观察教师教学行为，让原本单一无味

的听课评课产生了巨大的效能。我们通过一节

课的研究，走向了一类课的研究，甚至是一种教

学思想的研究。专业的听评课，使我们的研究方

式成为全国同行争相学习的对象，视频案例、教

学课例的研究成果有了出版物，我和学员的各类

报告讲座传至大江南北。

沈伟江：我从1988年初开始到现在一直在

农村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家也安在农村。别

人都把家搬到城里，可是我和爱人还是喜欢住在

村里，因为我的学校也在村里，不管是5年前的

初中学校，还是现在的职业学校，离家都很近。

我每天不去学校做点事，心里会空落落，每天不

去学校看看，就担心自己分管的后勤事务会不会

出差错。以前在初中工作，时间久了与村民们都

熟悉了，他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我的班里，很多

都点名要分到我班里。我喜欢农村，因为我工作

的学校在农村。

俞培锋：扎根农村教育，靠的是爱心、是无私

奉献、是敬业。工作近20年，我对农村教育有了

坚定的信念，并一步步成长起来，像春蚕那样吐

丝，像黄牛那样耕耘，像蜡烛那样燃烧。因为忠

诚农村教育事业，选择了坚守。也因为我的热爱

和坚持，身边聚集了一批热爱农村教育的伙伴一

同前行。

许利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农村这块

富饶的土地养育了我。1993年8月从衢州师范

学校毕业后，我回到了农村，走上了三尺讲台。

25年多来，平平常常的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先

后获得荣誉18项，教学成果、论文和案例等获奖

72篇次。这些荣誉和成绩，不仅是对我工作的

一种褒奖，更是一种鞭策。

D：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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