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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飞

我的女儿秦梦圆是商丘市回民中学
2312班的一名学生，转眼间，女儿在回中
已经学习生活了三个春秋。三年来，秦梦
圆从入校时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女孩变成了
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青年。作
为家长，我内心非常高兴，也由衷感谢市
回民中学领导和老师这么多年来的悉心培
养，感谢韩道平校长领导践行的“三为教

育”理念，感谢学校的陈通老师、代霞老师、
焦涛老师、许宁老师、王凤芝老师等一大批
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的悉心关怀和教育。

在孩子考入市回民中学的时候，我就
打听到回中学校有“三为教育”等切合实
际的办学理念，有优秀的教师团队，有一
套严谨科学的管理模式，有着风清气正、
环境优美的育人环境，一大批学子从回中
考进了理想的大学，也得到了广大学生家
长的一致称赞。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回顾三年来女
儿在学校的成长历程，作为学生家长，我
深深感受到学校的领导班子求真务实、科
学管理、分工明确、开拓创新，校风学风
一流。正是雷厉风行的领导，严格的制
度、细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教育理念，才
托起学生们走进理想大学的梦想。

从自己女儿的身上，我深刻感受到学

校教师爱岗敬业、素质优良、业务精湛。
三年来，学校的老师们高度负责、辛勤耕
耘，以高尚的奉献精神投入到每日的工作
中。女儿的班主任焦涛老师每天早上６点
来到学校，从早自习到晚自习，查学生宿
舍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才回家，第二天又
要早早起床。他以校为家，常常来不及吃
饭，女儿好几次看见他在办公室里简单吃
一点儿饭充饥。为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
不仅在学习上循循善诱，还帮助学生做心
理疏导，考虑得无微不至。

还记得女儿刚进入高三时，班主任焦
涛老师发现女儿情绪有些低落，他就耐心
给女儿谈心，了解到女儿总与另一名同学
较劲时，他就耐心开导她，说考试目标不
能仅停留在回中，高考是面向全国招生。
经过他的耐心疏导，女儿的心胸一下宽阔
了，学习成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效果，成

绩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正因为有焦涛和
许宁等很多老师用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引
导和教育了孩子，现在，我的女儿在德、
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与提
高，正信心满满地备战2019年高考。

三年来，我女儿在思想、为人处世、
学习成绩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看到
女儿如此巨大的变化，我感到无比欣慰和
庆幸，我欣慰，女儿走进了一所负责任的
学校；我庆幸，女儿遇到了如此认真教学
的老师和特别负责任的学校领导。

千言万语道不尽三年来我对学校和老
师的感激之情，感谢以韩道平校长为班长
的校领导班子，感谢所有任课教师三年来
赋予孩子的信心、能力和勇气。

祝愿市回民中学的明天会更美好，桃
李满天下！

（作者系2312班学生秦梦圆的家长）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日前，夏邑一中在该校会议室
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专题活动，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夏邑县教体
局关于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学
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活动现场，该校校长毕月华从自己工作中总结出“教书
育人德为本，德的核心是爱字”。毕月华还从爱课堂，认真
上好每一节课，这就是师德；爱学生，一个不放弃，这就是
师德；爱班主任工作，舍得下功夫，这就是师德；爱事业，
学无止境，求索是歌四个方面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容进行了
具体阐述。毕月华还要求全体老师一定要以李芳、张玉滚为
榜样，学习他们献身教育、甘为人梯的崇高境界，学习他们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高尚职业道德，做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夏邑一中

举办师德师风报告会

本报讯（赵静）近日，商丘市第三幼儿园召开学习贯彻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会议，促进全园教师准确把握、深入贯彻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等重要会议精神。

会上，围绕《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学习提纲》开展学习，
解读了教育大会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发展根本
任务，落实立德树人，特别是要把德育摆在首要位置，坚持
抓早抓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指出教师要努力坚持正确
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增长知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能力，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实现对幼儿全面发展的引导。

此次学习，不仅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更促进全
体教师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
作作风，努力开创幼儿园工作新局面。

市三幼

学习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本报讯（杨彪）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创新发展水平和教育
教学质量，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近
日，商丘中学成功举办“特色实验班”高峰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商丘市各学校相关负责
人和近 5000名家长、教师共同参加此次高峰论坛会。

论坛上，教育部考试中心原调研员王大赫现场针对高
考本质作出深度解析：一是立德树人。高考通过考试的形
式把立德树人作为非常重要的核心东西，用教育的手段进
行立德树人；二是服务选拔。高考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
高校选拔人才，对孩子来说是改变命运。选择一个好的学
校，可以改变家庭、家族的命运；三是导向教学。高考是
一个指挥棒，能够指导教学工作。高考作为一个突破口，
撬动了教育改革。对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教”与

“考”，他提出了新高考命题的十条思路，并结合考题进行
了精准分析。

商丘中学

成功举办“特色实验班”高峰论坛

本报讯（陈玉领 武晓亮）日前，民权高中被共青团商
丘市委、商丘市青年联合会授予“商丘市五四奖章集体”荣
誉称号，这是共青团商丘市委授予下级团组织的至高荣誉，
更是对其工作成绩的充分认可。

近年来，该校认真落实共青团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两项
战略任务，突出“育人为主”的工作目标，不断创新共青团
工作思路，分工协作，攻坚克难，锐意进取，逐步将共青团
组织打造成学校的精品部室。

民权高中

被授予“商丘市五四奖章
集体”荣誉称号

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基
础学科，其教学法也有多种，如讲授式教
学法、阅读式教学法,我主要谈一下对话
式教学法。

一、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内涵
对话式语文教学法是指在语文教学过

程中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多向对话，
让学生获得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对话式
语文教学法不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法，早在
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就经常
使用这一方法，为其弟子传授知识。

二、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特征
对话式语文教学法主要有三个特征，

即主体性、互动性、生成性。
主体性是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根基和

灵魂。所谓主体性，既指教师和学生是有
思想、有意志、有诉求的主体，又指文本
是蕴含着作者思想、意志与诉求的主体。

互动性是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手段和

形式。这包括教师与文本的互动、学生与
文本的互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
学生的互动以及学生自我个体的互动。

生成性是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目的和宗
旨。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让学生通过教
师与文本的对话、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教师
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学生的对话以及学生
自我个体的对话，生成多元化的理解进而获
取新知、开阔视野、提升能力。

三、对话式语文教学法实施的路径
对话式语文教学法实施的路径有很

多，这里主要谈四条：
第一，话题设置。对话式语文教学法

实施的前提是话题设置，即要有对话的议
题。好的话题设置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和
把握文本，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那么，如何设置话题呢？笔者以为，
有两点必须给予关注：一是文本的重难
点，二是文本的矛盾点。如学习《祝福》

时，可以设置这样的话题：“有人说，祥
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有人说，祥林
嫂是被鲁四老爷之类极端冷酷的人‘杀’
死的；也有人说是柳妈的一席话葬送了祥
林嫂。那么，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呢?”这一话题，可以引导学生把
握小说的主题、思考小说的思想内涵，这
即是就文本的重难点设置话题。

第二，氛围营造。营造一种平等、民
主的对话氛围，是实施对话式语文教学法
的关键。前文已经提到，“学生是语文学
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
导者”，“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
程中进行”，其核心就是“互动性”。互
动、对话应是平等、民主的，这就要求教
师走下神圣的讲台，走进学生，融入其
中，成为一个学习者和参与者，主动与学
生进行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

第三，独见倡导。教学时要尊重学生

个人的理解，从他们各自的感受出发来引
导他们逐渐领会小说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学会鉴赏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学生阅读
文本的结果往往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造
成不同程度的差异。对此，教师不要用唯
一的标准去判断他们多彩的解读是正确还
是错误，只要他们的解读能自圆其说，就
要肯定。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问难、突发
奇想，倡导具有独见的对话结果。

第四，意识主动。教师要有主动实施
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意识，认真研读文
本，在注重话题设计导向、营造平等和民
主对话氛围、倡导独见的同时，经常反思
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
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尽力完善。

论对话式语文教学法的内涵、特征与实施路径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 李兰梅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为了给孩子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5月21日，宁陵县举办了“未来之星 闪耀宁
陵”少儿才艺大赛，让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闫占廷 摄

5 月 20 日 上 午 8
时，商丘市凯旋路第二
小 学 举 行 “ 向 国 旗 敬
礼”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上，来自
该校六、七中队的优秀
少先队员高馨、张书瑜
作了 《向国旗敬礼》 的
精彩演讲，抒发了对祖
国 、 学 校 的 热 爱 。 随
后，两位优秀少先队员
代表向全体同学发起倡
议并庄严宣誓。

张中华 摄

回中最新校呼：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孝敬爹娘！

孩子的进步让我感到欣慰

3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永
远失去了左腿。截肢后，他仍然坚
持站在讲台上，用身体力行告诉孩
子们勇敢面对挫折，在平凡的岗位
上奉献着一名普通人民教师的火热
情怀。他就是夏邑县刘店集乡刘双
楼小学教师刘启林。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暑假，一
次意外，刘启林失去了左腿，成了
一名残疾人。刚开始，他不能接受
这个现实，也想过一死了之，但想
想自己年迈的父母和一个班的孩
子，谁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谁来带
孩子？经过家人的开导和自己两天
的思考，他终于想明白了，站起
来，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班里的
孩子。在医院里住了22天之后，刘
启林坚持要出院，医生劝他，没有
痊愈，提前出院可能会使病情加
重。眼看着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
近，刘启林让家人用小推车把自己
推回了家。

治病可以缓一缓，孩子们的功
课不能落下了。开学之后，刘启林
让家人推着自己来到学校为孩子们
上课。左小腿截肢后，刘启林的哥
哥弟弟凑钱给他买来了假肢，刚穿
上假肢，很不适应，每次都把残腿
磨烂，血肉模糊，每次刘启林都强
忍着假肢带来的肌肉疼痛，为了不
影响孩子们上课，他一边讲课，一
边忍受着剧痛，冷汗从脸上流下浸
湿了衣服。

刘启林从穿着假肢给孩子们上课到残腿磨烂，不能穿
假肢，他就拄着双拐用一只脚站在黑板前。看到每天拄着
拐杖来上课的刘启林，村干部和乡亲们开始劝说刘启林换
一份清闲的工作，但他却说，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要让
孩子们看到一个坚强的老师，要让他们学会自强自立。这
一站，就是30多年。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刚下过大雨，在去学校的途
中，孩子他爸不小心摔倒，两天后残腿一直浮肿，疼得他
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我拉着他去医院打点滴，可仍然
没有减轻，拍片后发现截肢部位两根骨头上长了骨刺。为
了撑到假期再去治疗，剩下的半个学期，都是我用板车送
他到学校，为了不耽误给孩子们上课，他强忍着疼痛把大
腿裹上了一层纱布，磨破的地方结痂了又被磨破，直到磨
出了厚厚的茧子。苦点累点，只要不耽误学生上课，他心
里也是高兴的。”刘启林的妻子王爱玲说。

面对残腿，刘启林把病痛的折磨深深隐藏在心底。每
天只要走进那所充满勃勃生机的校园，站在三尺讲台前，
他的脸上马上洋溢起灿烂的笑容。“干就干好，做就做
实。”这是刘启林常常
挂在嘴边的话。

据了解，30 多年
来，刘启林凭着高度
的责任感，先后获得
了 “ 夏 邑 县 优 秀 教
师”、“乡村最美教
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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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期，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商丘籍学生宋烁
琪参与了商丘农村幼儿园的暑期支教活动，她和其他参
与支教的华师同学走访了当地幼儿园，发现当前的民办
普惠幼儿园存在不容忽视的幼师“三低”问题，即幼师
数量低、质量低、薪资低。

基于这种状况，支教团队返校之后，积极与有关部
门联系，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幼
儿教师大数据精准就业平台”，这是一个包含幼师招
募、幼师培训、幼师与幼儿园大数据精准就业匹配、幼
师与幼儿园双方反馈教学效果等多个环节的互联网线上
平台。

此外，团队研究创新幼师就业模式，推荐幼师至各
合作幼儿园，薪资以课时为单位支付。随着幼师授课时
长、专业能力及市场口碑的提升，其待遇也得到明显改
善，同时降低了民办普惠幼儿园的师资成本，解决了幼
师与幼儿园双方的困境，有效改善了民办普惠幼儿园

“量大质忧”的现状。
平台研发成功后，宋烁琪和参与支教的华师商丘籍

同学积极与家乡幼儿园联系，开展合作。截至目前，已
成功为商丘农村幼儿园推荐聘用了优质幼儿教师十余
名。同时，由华中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带头人、博士
生导师参与设计的幼师专业素养就业能力测试，有效提
升了就业平台品质。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硕士生导师、大数据专业学生团队及社
团组织合作研发的高效精准的就业匹配平台，也将以现
有平台为基础，积极与幼儿园对接合作，为家乡的幼教
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华师学子情系家乡幼教
季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