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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今年的 9 月 10 日是第 36 个教师节，我

也顺利地坐在了小学二年级的教室里面。从
幼儿园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老师教过我了，但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

张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很严格，不允许
我们开小差，要我们认真听课；课后她却对
我们和蔼可亲，就像妈妈一样陪伴我们快乐
成长！虽然我们有这么一位好老师，但是我
们总是不自觉地惹她生气。我们要努力地改
掉缺点，在晨读的时候要声音洪亮，在课堂
上要遵守课堂纪律，在课间不要调皮地吵
闹，在课后要认真完成作业……我希望张老
师能每天带着笑容走进教室，与我们共同度
过快乐的小学生活！

祝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桃李满天
下！

芦笛小学 192 班 阮椤童
指导老师 张燕

我和我的好老师
如果我是天上变化多端的云朵，那么老师就是无边

无际的蓝天；如果我是无忧无虑的小鸟，那么老师就是
郁郁葱葱的森林；如果我是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老师
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

看，那作业本上醒目的评语是在提醒我们要一丝不
苟地对待学习。听，那一句一句反复的唠叨是在提醒我
们课堂上要专心致志地听讲。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字写
得七扭八歪的，老师就让我把字练好。因为字如其人，好
的字能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形象。而且那时候我考试经
常很马虎，老师就提醒我认真审题，一道题要读三遍，正
是用了这种正确的学习方法，我的成绩才慢慢提高起
来。

这就是我的老师，和蔼可亲的老师，默默付出的老
师，知识渊博的老师。同学们，你们也喜欢我的老师吗？

临桂区实验小学三(9)班 黄晨霄
指导老师 罗红梅

我最喜欢的老师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

郑老师。她戴着一副眼镜，高高的个子，一头
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有一个能说会道
的小嘴巴，讲起课来非常生动有趣，能上大
家听得入迷。

老师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鼓励
大家多写作文投稿给《小记者周刊》。老师利
用空余时间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批改每一篇
征文。

郑老师非常关心我们，有一次，我的鼻
子出血了，老师马上放下手中的课本，走了
过来对我说：“宁泽辰，鼻子出血了，要用手
按压住鼻翼两侧几分钟，等止血后，再去校
医务室看看。夏季天气炎热，你要多喝水。”
我听后心里非常感激，感觉老师像妈妈一样
和蔼可亲。

教师节到了，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
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三（1）班 宁泽辰

指导老师 郑明琳

“漫画”我的好老师
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认识了张老

师。当时，张老师一进门，同学们就七嘴
八舌地讨论起来：“这是谁呀？”“长得
可真胖。”“不会是韩红吧？样子可真
像！哈哈……”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韩红女
士”，只见她全身圆滚滚的，跟个皮球似
的，从上到下一般大小，没有腰身，像个
大桶。再看那头发，我们更是笑岔了气。
看，她那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没
有一根不是卷的。卷的头发也没有规律，
这儿一丛，那儿一簇，我们干脆叫它“爆
炸头”。唉，不说了，不然我要笑破肚皮
了。还是说说她上课时是什么样子吧。

记得有一次，张老师正在讲评我们的
作业，不同的是，她是个“汉奸”，每次
遇到同学们错得多的题目，她总是说“我
投降”，瞧吧，她又开始了：“哎，这道
题好难啊，我投降。”看，她双手举过头
顶，露出苦不堪言的神色，哎，就差跪下
了。同学们一见这情景，纷纷笑了：“一
点不难嘛！”“那么多人错，好难啊。”
张老师开始向同学们“求助”：“谁来帮
帮我？”“我来！”小杨同学举起了手。
“好，那请小杨同学上来给我们讲讲这道
题。”于是，小杨同学就大步流星地走上
讲台，给同学们讲解了这道题。之后，老
师点点头：“不错，比我还厉害。”
“嗯？”同学们蒙了，随后，又开始愤愤
不平了：“什么？比老师还厉害？不行，
我也要比老师厉害。”之后，在张老师
“我投降”的鼓励下，我们纷纷展示自己
的解题思路，为了比她厉害，我们刻苦钻
研，不放过任何难题。于是，我们数学成
绩每年都得年级第一，还有几次全校第一
呢！

这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张老师，
她就像一丝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平山小学五（4）班 黄琳雅
指导老师 龙梅

我的漂亮老师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秦老师。她喜欢扎着马尾辫，马尾

辫一摇一摆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手上戴着手表。她看起
来特别漂亮。

上语文课的时候秦老师总是先读一遍课文，她的声音
真好听，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

记得有一次，秦老师改我们的作业改到了深夜一两点
才休息。秦老师可是住在瓦窑啊，离七星区这么远，秦老师
还要起那么早，多么辛苦啊！第二天，秦老师还来上课，看
到秦老师的眼睛里一根一根的红丝，我们都很心疼，我真
想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我们都很喜欢秦老师，是她用纯洁美丽的心灵，第一
个走来牵起我们的人生。

育才小学 18-1 班 陈妍希

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这种爱是
大爱，是理智科学的爱，是用心主动的
爱;这种爱是教育的桥梁，是教育的推
动力，是后进生转变的催化剂;这种爱
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博大无私的爱，它
包含了崇高的使命感和职责感。

人们常说教育事业是“太阳下最
光辉的事业”，从我踏入这个行业起，
这句话一直印在脑海。在学校或生活
中不论有多么不如意，我只要站上讲
台，望着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
睛，什么烦恼都会抛到脑后。这是一种
很神奇的力量，这是一种教师独有的
精神，更是一种教师特有的美德。这种
美德源于对知识的笃信，对讲台的痴
情，对学生的爱与职责，传递着对做正
直人的执着和做充实人的幸福。

踏上三尺讲台，就意味着踏上了
艰苦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既然选取

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人们都爱将
教师比作燃烧自我照亮别人的蜡烛，
比作辛勤不知日月的园丁，比作平凡
而谦逊的绿叶，可当我成为教师时，我
被一群在街道看到后一面热情打着招
呼一面奔向我的学生而感动得热泪盈
眶；我为调离岗位后孩子们恋恋不舍
而百感交集；我为在多年以后收到孩
子们的关心而感到欣慰……看到孩子
们的种种，我才感受到教师这份职业
的神圣：不求回报，又容易满足，哪怕
是孩子在家长面前赞美一句，我们的
心里都会莫名地感动。在孩子心里我
们占有分量，就好像我们胜似孩子们
的亲人，这样想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有人认为教师是帕斯卡尔笔下
“会思考的苇草”:平凡，坚韧，但却因
为善于思考，才变得那么难能可贵。我
们不断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我们不断思考如何教会学生做人，他

们明天必然会进步，就算明天不能后
天也可以，我们一定坚信孩子们有无
限潜力。

教师还必须有创新精神。年年春
草绿，岁岁草不一。而我们的学生亦是
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
教育也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
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
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
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个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学生们像棵棵稚嫩的小花苗儿，
但每一棵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就
需要我们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浇灌、去
呵护。

我们携爱与职责同行，以良好的
师德，共同铸造自我的灵魂，打开幸福
的大门;我们携爱与职责同行，以良好
的师德，共同撑起教育的蓝天，照亮学
生的未来。

荔浦市荔城镇黄寨小学 杨桂丽

2000 年 7 月，我实现了我的梦
想，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教
20 年来，我一直遵循我的工作理念：
做一个有人文情怀的老师！我用我的
意气风发与豪情万丈，分享着孩子们
成长路上的阳光，分担着孩子们学习
生涯中的风雨。

还记得我在马岭镇中心小学担任
六年级（ 1）班班主任时孩子们的故
事。2013 年 9 月，我在马岭镇中心小
学任教，那是一个拥有 1500 名学生
的农村寄宿制小学，我担任六（ 1）班
班主任。这个班有学生 44 人，分别来
自马岭镇各个村屯，学生的学习基础
及思想素质参差不齐。针对学生的这
些情况，我及时把握学生的动向，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
面对每一次挑战。身为班主任，我充分
尊重信任他们，在实际教育教学中让
他们有“说”的机会。在我所管理的班
级中有四位男学生不喜欢学习语文，
有一次语文课他们逃课，我了解了情
况之后，主动与他们沟通交流。在充分
的交流中，我发现四名厌学的学生既
怕老师批评，又怕老师向家长报告，于
是我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给他们，
让他们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结
果他们均央求老师不向家长汇报，请
求老师给一个自行改过的机会，并保
证若有再犯，愿意老师“新账”“老账”
一起算，结果他们做到了。他们的自控
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罗家获，
由原来上课不做笔记，平时不完成作
业，变成了一个能够自觉学习的学生。

寄宿在学校的学生离开了温暖的
家庭，十分期望得到老师的关爱，为
此，我既当好老师，又乐于做好学生生
活上的“保姆”。每当学生在学习、生活
上出现困难时，我很愿意像学生的父
母一样关心爱护他们。我会为他们提
供解决问题的建议，为他们出谋划策，
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对他们说：“我既
是你们的班主任，也是你们一辈子的
朋友。”对女生，我更像妈妈一样。我经
常到女生宿舍跟她们聊天、谈心，告诉
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自重自爱，
自强不息，教她们父母不在身边时如
何保护自己。我还经常深入学生当中，
与他们谈生活、谈理想，主动与他们交
朋友，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求，及时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
印象最深刻的是，班上一位姓李

的学生，父母离异多年，随父亲生活。
由于要养家糊口，其父亲外出广东务
工，李同学跟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生
活。当年 6 月，父亲在工地不幸从高
处坠落，情况很不乐观。知情后的李同
学精神颇受打击，无心学习，于是我多
次找她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还进行
家访。事发以后，我立刻号召我所教的
六年级（ 1）（3）两个班的同学为李同
学捐爱心款近 200 元，李同学感动得
热泪盈眶。经过细心的工作，她思想转
变过来了，她十分坚信自己定能以优
异的成绩通过期末考试顺利考入中
学。

有一次，班上的黄同学将教室门
锁环弄坏了，我没有直接批评他，也没
私下找他谈话，而是在全班孩子面前
认真地查看了一下锁环，若有所思地
点点头，觉得修好之后可以继续用。于
是，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们班
的黄同学虽然现在不太喜欢学习，但
是动手能力特别强，以后班上的锁环
坏了，我们都请他帮修一修，好吗？”黄
同学一口否认锁环是他弄坏的。我也
当面立即表明锁环不是他弄坏的，并
肯定他为班上做了件好事，把门锁修
好了。这时全班掌声响起，黄同学的自
尊心得到了保护，老师不仅没有批评
我，还让我以做好事的方式得到了同
学们和其他老师的赞扬，一举两得。同
时班主任的威信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被学生称赞为“幽默大师”，学生们
更喜欢亲近我了。

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成果更有
效。带着我的工作理念“做一个有人文
情怀的老师”，我来到了荔城镇黄寨小
学任教。每所学校都有基础欠佳、缺乏
自信的孩子，面对这些孩子，我从来不
给他们“下定义”，而是给他们“树目
标”，做个善意的“骗子”，给足他们面
子，这样孩子们学习热情就杠杠的。英
语早读课上，我在陪孩子们读书，那几
个基础不够好的孩子，有的怕读错不
敢读出声，有的读得非常小声。我分别
来到他们身边，俯下身，对他们说了同
样的话：“哇，原来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呀，如果再响亮一点就更好听了！”接
着，我让全体孩子停下，对班里的孩子
说，班上的×××等几位同学读书的

声音特别的甜美，刚才我都听到了，感
觉特别美，待会他们会读得更好，进步
会更大！这几个孩子得到了老师的认
可和赞扬，在同学们中间特别有面子！
其实，我俯下身倾听他们的一霎那，他
们根本就没有发出读书的声音。聪明
的孩子读懂了老师善意的谎言，更懂
得老师给他们持之以恒的肯定，接下
来他们就以“每天进步一点点”来回馈
老师。

基础不好的孩子完成作业也很困
难，欠作业很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
私下找这些孩子，让他们在我规定的
时间内补好交上来。他们当中只要有
人补好，我第一时间拿他的作业在全
体孩子面前炫耀，我说，我要表扬××
×，因为他能够在老师的提醒下抓紧
时间补好了作业，说明他想进步，对
吗？我们给他来点掌声好吗？全班掌声
响起。接着我当着全班孩子的面对他
本人说，×××，以后你肯定不会欠交
作业了，我相信你！同学们也相信你！
全班又响起了掌声！孩子有了台阶下，
从少欠交作业到不欠交作业。

我可以大方地将这些甘愿“沦陷
在老师套路里”的孩子们的姓名跃然
于纸上：现在六（ 1 ）班的罗代刚，
六（ 2 ）班的谢小弟，四（ 2 ）班
的侯昌颖，三（ 1 ）班的叶博宇、何
紫萱、曾令馨等。特别是三（ 1 ）班
的叶博宇，他在学校“懒筋多耳朵
长”，但我特别喜欢跟他交流谈心，
他自觉交作业的次数越来越多。寒假
里，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我们师
生不能按时回学校上课，所以只能线
上学习， 26 个字母的默写复习，三
年级的孩子叶博宇几乎天天出勤！

因疫情影响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掌
握，今年暑假每天我都会温馨提醒我
的孩子们完成当天的作业，并给予孩
子们点评，给孩子们鼓励、肯定。其中
三年级一班的张昌耀同学给我发微信
说：李老师，因为有您，我喜欢上了学
习，更喜欢学英语。看到这个消息，我
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当我满怀爱心去对待学生时，我
已在爱中获得了爱，我必须在教学生
涯中用爱陪伴学生！做一个真正的深
得学生喜爱的老师，做一个有人文情
怀的追梦人！

荔浦市荔城镇黄寨小学 李映

我最敬爱的老师
风轻轻地吹，
草轻轻地摇，
谁用温柔的声音打破了这平静的一刻？
哦，原来是老师在给调皮的我们讲那白鹭的
故事！

风轻轻地吹，
云慢慢地走，
谁用嘶哑的声音打破了这平静的一刻？
哦，原来是老师在给调皮地我们讲解诗经的
含义！

风轻轻地吹，
雨纷纷地下，
谁用洪亮的声音盖住了这喧哗的一刻？
哦，原来是老师在嘘寒问暖地告诉我们天冷
记得添衣服！

风轻轻地吹，
树叶轻轻地落，
午夜的灯光下仍在埋头工作的是谁呢？
哦，原来是我的老师您还在批改作业！

风轻轻地吹，
吹乱了您梳好的头发，
吹散了您整理好的教材，
吹翻了您心爱的粉笔盒！

但是它却吹不走您对我们的那份热忱，
吹不走您呕心沥血的责任感，
更吹不散您对教师这份职业的挚爱。

如果要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会大声地告诉你———
那就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蓝田学校五（1）班 陶子明
指导老师 王玉秋

太阳下的光辉事业

做一个有人文情怀的老师

温柔可亲的苑老师
老师是园丁，他们哺育了一棵又一棵稚嫩的幼苗，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之下，我们
健康、活泼地成长。在那么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却是她，教了我两年的语文老师——— 苑老师。

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长长的乌黑的秀发。
她是那么的温柔可亲呀！而且又是那样的严肃。这就是
我最尊敬的苑老师。

在课堂上，老师会绘声绘色地讲解课文，让你听得
如痴如醉，身临其境，会让你身心投入，不会顾及别的与
学习无关的事。这样，在考试时你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
好成绩。

记得有一次，班里有个同学考得不是太好，十分不
开心，老师看见了，走向前去，跟那个同学说：“没事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相信你在下一次测验中一定能取得优
异的成绩，加油！”同学在听了老师的话以后，充满了信
心，果真，在这次测验中拿到了满意的成绩。

遇上难题时，苑老师总会和我们一起，切磋研究，绝
不自恃有学问而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这样一来，使我们
在讨论中获益不少，因此有人曾打趣说：“老师头上的白
头发，相信一定是认真换来的。”

苑老师循循善诱，有如春风化雨一般，为我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我将来一定努力上进，做一个对社会有益
的人，除了报答父母，还感谢老师的悉心栽培。

英才小学 16-2 班 霍欣颖

教学故事

教育心得

让人又敬又爱的阳老师
我的语文老师是阳老师，她并不是很高，

微胖，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站在阳光下，那黑
发就会变得五颜六色。在她浓浓的眉毛下有一
双温柔的眼睛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我们既喜
欢她，又敬畏她。

阳老师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认真，对我们非
常负责的好老师。因为她对我们很“严厉”，要
是谁上课做小动作或者走神儿，她会先紧紧地
盯着那位同学，如果他还不认真听讲，阳老师
就会罚他抄写我们学的知识点，但是不会罚
多，因为阳老师对我们也是既“恨”又爱。

她给我们上课时，事先要求我们预习，完
成助学单，然后再讲。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时，
阳老师让我们用铅笔做笔记，她讲课的语速是
很快的，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听进每一个
重点。不知怎地，语速一下子更快了，我渐渐有
些跟不上了，我努力着，但在这高度集中注意
力的时候，我竟不受控制地发起呆来，老师忽
然就停了下来，紧紧皱着眉头，快步走到我的
面前，瞪大眼睛盯着我。我一下子就惊醒了，我
看见她眼里的愤怒，惊恐万分。“你！怎么不
记？”她说着，轻轻地敲着我的桌子，我心中无
比害怕，轻声说：“老师，我在用脑子记，我在
听……”“听！听能记住吗？用脑子记！你能记住
吗？”她说。然后，她转过身去，慢慢走向讲台，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讲吧……”我咬着嘴
唇，万分愧疚，决心以后上课一定认真听课，便
埋头记起了笔记。

下课后，老师走到我面前，说道：“让我看
看你的笔记。”我有点紧张，将笔记递给了老
师。老师翻看着。我望着老师的神情，心中忐忑
不安，默默地念着：没关系，没关系，老师不会
批评我的，不会的。老师把笔记放下，叹了口
气，轻声说：“其实你可以记得更好，你瞧，重点
都标记出来了。刚才我之所以冲你发火，其实
不只是因为你不记笔记，我感觉到你在发呆，
而这一课又是一个重点，所以，以后上课不能
再发呆了，发呆会漏掉很多重要知识的。”我望
着老师，心中特别温暖，原来老师也是温柔的，
也是关心我的，我一下觉得好开心好开心。

“嗯，好，老师，我记住了。”我笑着说。老师
望着我，冲我点点头便走了。老师依然像以前
那样没有笑，很严格，可我心里却觉得特别温
暖。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的，我的老
师，你教给我知识，你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在我
成长的路上，给我指点迷津。谢谢您，我的阳老
师。

蓝田学校六（2）班 吴子龙
指导老师 阳华曦

教师点评：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描写对
象是自己的语文老师。在小作者笔下，语文老
师既让人敬畏，又让人喜欢。小作者列举了一
件事来进一步说明老师严中有爱。

老师 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