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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县开发区第三小学：连环画教育进校园
连日来，山东省邹平县开发区第三小学开展连环画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连环画阅读与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

等学科教学结合，让学生在读、赏、演、画等活动过程中感悟故事内涵，实现德育工作创新。图为学生正在观摩班级文
化墙上的连环画。（司德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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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作文中触摸在高考作文中触摸““时代脉搏时代脉搏””
特别关注连日来，“高考”都是备受关注的

话题之一。2018年，全国各地共975万

考生参加考试，“00 后”正式成为考场

的主力。而作为“热点中的热点”，今

年的高考作文再次引发广泛热议，一

时间成为全民焦点。

高考作文题，向来被认为是反映不

同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风向标，从20世

纪初的“诚信”，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

“坚强”，再到近年来的“创业故事”“老外

眼中的中国关键词”等题目，大多带着时

代的印记。今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

共9道，其中3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

制，6道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

省市命制。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总体

上以厚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新颖

而灵动的形式，直接而有策略地反映时

代主题，正面而巧妙地传递价值观念。

“今年的作文题，风格比较相近，

其最大的共性特点是比较注重思想引

领，比较强调与高中生的成长相联系，

比较重视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康

健研究今年的高考题后，给出这样的

判断。

比如，全国 I 卷作文试题“世纪宝

宝中国梦”精选 7 个年份，既集中展示

中国新世纪的标志事件和新时代的重

大规划，如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

“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等，又精准

对接这一代考生成长史的重要时刻，

如迈进新千年千万“世纪宝宝”出生，

2018 年“世纪宝宝”一代长大成人等，

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历史感。

“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关

联起来，形成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既关

照了繁荣昌盛的一面，也关注到苦难

挫折的一面，引领学生感知时代发展

的错综复杂。”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语文教育研究室主任魏小娜用“大气”

“灵气”等词评价该考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同样

成为高考作文题的重要选题之一。教育

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在评价今年高考作

文题时特别提到，改革开放不仅深刻地

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高考作文充分发挥积极导向功能，致力

于讲好改革故事，凸显时代主题。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口号，深圳，1981；绿水青山也是金

山银山——时评标题，浙江，2005；走好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新区标语，

雄安，2017”——这是全国III卷作文给

出的材料，以“改革开放三部曲”三条标

语口号浓缩改革开放不平凡的 40 年

历程，折射出发展阶段的演变和发展

方式的变迁。三条标语口号分别奏

响了各自阶段的历史任务与时代精

神的主旋律，合而观之，三条标语口

号则为改革开放 40 年书写了波澜壮

阔的发展三部曲。

“既借重标语口号言简意赅、反映

时代的特点，为 40 年改革开放书写了

高潮迭起的发展三部曲，又发挥标语

口号自身的思想力量和彼此间的思维

张力，启发并鼓励考生从所知所闻、所

感所想出发，在对宏大话题的把握中，

理性思辨、感性叙说、畅所欲言，展示

他们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与综合素

质。”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说。

同样，北京卷作文以“新时代新青

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

一篇议论文，或者以“绿水青山图”为

题写一篇记叙文的命题思路，也与时

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浙江卷作文基于

对“浙江精神”的提炼与概括，回望历

史，紧贴时代主题，引导考生站在人生

新起点，在宏观视野中找到个人意义，

思考未来人生。

“紧扣时代脉搏，突出了‘00后’一代

成长为青年，要思考个人对祖国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于晓冰说。

这样的高考作文题，得到了教育界

与社会的认可。北京市丰台二中特级教

师陈维贤认为，过去作文要么侧重时代

要么侧重个人，侧重时代容易空泛，被

“压中”；侧重个人容易被“宿构”，写成套

路。而今年的作文题凸显时代特色，引

导考生从大时代中寻找个人意义，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立德树人和文化

自信方面更进一步，在语文思维品质和

表达能力的考查上更上一层楼。

“总体而言，2018高考作文精准落

实‘立德树人’，凸显时代主题，提升思

维品质，助推素质教育，贴近考生实

际，激发写作兴趣，也更有利于人才选

拔与教学引导。”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

专家对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作出了这样

的总结性评价。

（本报记者 黄浩 综合报道）

众嘉宾在“中国教师·敬德会讲”热议师德

师德就是“敬业爱生”
□本报记者 康 丽

“感谢您！全方莹老师！是您救了孩

子的妈妈！您不仅有一颗爱学生之心，更

有为人师表之范！”前不久，山东省莱西市

实验小学收到这样一封感人的家长来信。

信件中感谢的对象全方莹，是莱西市实验

小学三年级（2）班班主任，因为她一个及时

的电话，挽救了一名学生家长的生命。

今年 3月 14日中午时分，全方莹像

往常一样清点班级学生到校情况。她

疑惑地发现，上午请假的一名学生小林

（化名）下午仍然没有到校。全方莹惦

记着小林的安全，又牵挂着他的学业，

就拿起手机联系小林的母亲，可电话那

头传来的却是小林的声音。

“下午怎么没来上学？”全方莹问道。

“妈妈身体不舒服，说眼睛看不清

楚。”小林回答说。

这番话让全方莹瞬间警觉起来。

她赶紧跟孩子说让妈妈接电话，可只听

到电话那头小林一直在叫“妈妈，全老

师叫你接电话……妈妈……妈妈……”

却得不到回应。

“那一刻我想到不久前发生在青岛

即墨‘翻墙教师’崔金华救了煤气中毒

一家三口的事，心里就更着急了。”全方

莹回忆道。

全方莹急忙询问小林父亲的去处，

得知小林父亲出差后，全方莹迅速拨打

小林姥爷的电话，并赶紧通知小林父

亲。正在外地参加培训的小林父亲听

到消息，一边急着往回赶，一边联系亲

戚把妻子火速送到医院。

“倘若全老师下午没有继续电话过

问孩子请假情况，错失抢救时间，孩子

母亲后果如何将不堪设想。”小林父亲

事后说起来，满是感激。

当天晚上，全方莹因为牵挂小林母

亲的病情，还多次联系小林父亲。电话

中了解到，小林母亲因突发性脑部疾病

已经住院治疗，但因为家境并不宽裕，

一家人正在为后续巨额医疗费犯愁。

学生家庭遇此变故，全方莹也十分

着急。她不仅自掏腰包捐款，还多次在

朋友圈呼吁好心人向学生捐款。在全

方莹的热心帮助下，小林母亲的第一次

手术已经顺利完成。

让人感动的是，这一切全方莹从未提

起。直到事情已经过去多日，小林父亲给

学校送来感谢信，全方莹爱心救人的事迹

才传遍校园。但全方莹只是觉得做了一

点应该做的事。“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

起，我就告诉自己：爱学生、爱讲台，要

认认真真地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担负起

为人师者的责任。”看到家长送来的感

谢信，全方莹略带腼腆地说。

在日常工作中，全方莹每天早晨和

中午到教室清点学生人数，帮助学生换

药、缝衣服，领着患病学生到医院做检

查，帮助落课的学生补课……这些小事

串起了她日常教学和生活的点点滴

滴。在她的班级教室里有一张临时办

公桌，这张办公桌为她第一时间关注到

班级学生的所有动向提供了方便。

“也许，不是每一名教师都有机会、

能力、勇气舍己救人，但却都可以在三尺

讲台或工作岗位上彰显师德风范。”莱西

市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中禹说。日

前，莱西市教体局已召开全市领导干部

会议，要求全市教师向好老师全方莹学

习，提高全市教师师德水平。

日前，由敬德书院、《中国教师》

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北京一零一中

学、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小学联合主

办的“中国教师·敬德会讲”之“明德

至善与师德建设”主题论坛在敬德

书院举行。

谈到“明德至善与师德建设”，

就需要回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教

育思想——“言传身教”。在北京市

海淀区教科院院长、敬德书院执行

副院长吴颍惠看来，“言传身教”是

中国教育的基本思想。要做到“言

传身教”，就需要弘扬教师光明正大

的品行。“身为教师，更重要的不在

于教书，而在于明人伦。希望更多

的教师能做到以德施教、以德立身，

认识到教书育人的关系，捍卫教师

职业应有的尊严和声誉，提高教师

的道德境界。”吴颍惠说。

“为师立德树人，首要是明德修

身、立身立学，真正做到教书与育人

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

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

术规范相统一。”北京教育学院原院

长、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学顾问李方认

为，“言传身教”能够焕发出巨大的育

人力量，这就是以德育德的实践智慧

在学生中形成的最直接的情感沟通、

最具体的行为养成。

提起师德，就不得不提到师德面

临的诸多困境。“师德不是一个孤立

的问题，需要全方位考虑教师的地

位、作用，今天的教师面临着双重困

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华说。

在 郭 华 看 来 ，教 师 面 临 的 困

境来自教师的双重角色。教师既

要 与 成 年 人 打 交 道 ，又 要 与 正 在

成长中的未成年学生打交道。这

是 两 类 不 同 的 群 体 ，但 社 会 通 常

以 教 师 要 做 榜 样 为 由 ，对 教 师 提

出更高的要求。

“这当然是不对等的，我们对教

师有更多的要求，但缺乏对教师相

应的保护。我们今天谈师德，既要

对教师提要求，更要保护教师。全

社会都要创造条件，给教师一定的

空间。教师也是人，也有压力，也需

要成长，只谈单向的师德不正常。”

郭华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宋萑

也认为，师德问题不只是道德层面的

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专业能力有关。

“师德要从一日一行的日常过程中养

成，于言行中体现一种规范、一种要

求、一种养成”。他建议，要在全社会

养成尊师重教的氛围，形成学校、家

庭和社会的合力，营造新的共同体氛

围，如此才可能让教师在个人发展、

道德养成上走得更好。

“师德是美好人性+职业道德，

教育就是用阳光照亮学生的心灵，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北京一零一中学

副校长程翔、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小学

校长耿洁的讲述让与会者感受到一

线教师践行师德的精彩故事。

“师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师

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教师的一言

一行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鼓励学生

一辈子，也可以毁了学生的一辈子。”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强调

说，“师德简单来说就是 4 个字——

‘敬业爱生’。教师要对自己的职业

有敬畏之心，要了解并遵循教育规律

和儿童发展规律，不断提高专业思想

和专业水平。”

“爱护学生是教师的

职责和本分”
□通讯员 张峰林

（上接1版）

奎苏幼儿园园长李晶，一提到支

教实习生眼神都变得温暖起来。李

晶语重心长地介绍，这些学生特别不

容易，离开家乡来到这里工作，特别

认真主动。中文系的刘迪是上学期

支教生里唯一的男生，本来分到中学

教语文，因为幼儿园缺少教师调配到

这里。刘迪开始心里落差很大，但并

没有影响他带班。少数民族孩子听

不懂、也不会说汉语，刘迪就一遍遍

教，从来不烦躁。为了与孩子更好地

进行交流，刘迪学习了哈萨克族简单

的日常用语，配以手势，这样与孩子

交流更方便。

李晶拿出手机打开幼儿园的微

信公众号说：“这是刘迪做的，他见到

园里没有微信平台，就主动请缨利用

业余时间将微信平台建立起来。现

在，幼儿园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发

布，家长可以随时看到园里的动态。”

文化交融促团结

洛阳师范学院学生的实习支教，

不仅缓解了哈密地区师资紧缺问题，

学生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也得

到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文

化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民族

文化的融合，加强了民族团结，加深

了支教生对边疆人民的感情。

崔璟浩，中等偏上的个头，细长

的眼睛，瘦但很有筋骨感。2015 年

下学期在淖毛湖幼儿园支教。2016

年，在取得父母的理解支持后，他义

无反顾地重返淖毛湖，真正成为淖

毛湖幼儿园的一名教师。“我的理想

就是传播舞蹈艺术，提高这些偏远

地区、没有出过门的孩子的综合素

质，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理

想。有人说，一个男孩子天天跳舞

不是个行当。但我从学舞蹈那天起

就没想到过改行，没有后悔过，我只

想做一个舞蹈教师，看着孩子一批

批成长起来”。

2017 年下半学年在盐池镇寄宿

制学校支教的赵明明，至今仍念念不

忘那里的孩子，她在朋友圈里写下这

样的文字：

4个月生活的心态是乐观的，亦

是坚强从容的。我给学生讲鲁迅，讲

伯牙和子期，讲贝多芬，也和他们一

起欣赏蒙娜丽莎，带他们看《朗读者》

《见字如面》，让他们感受文字和朗诵

之美。每天早晨太阳的光芒升过雪

山、透过窗户洒进来，孩子们齐声朗

读的画面，我很喜欢。

……

泰戈尔在《孩子的世界》中写

道：“我愿我能在孩子自己的世界中

心，占一角清净池。”多年后，这里的

孩子会长大，男孩会像这里的白杨

树一样挺拔高远，女孩会像这里的

蒲公英一样轻快美丽，那时的他们

也许不会记得我，可我希望能在他

们明媚的世界里投射一滴滴小小的

清凉，能让他们的童年因一个汉族

姐姐与他们分享过甜蜜、保守过秘

密、展望过未来而变得丰满。

……

舍不得二年级（1）班的 19 个娃

娃，作为一个实习老师，我的经验很

有限，但我很努力，每一个孩子都在

我心尖上。

洛阳师范学院与新疆哈密地区

搭建的“高校-民族地区”协同育人

平台，令实习支教学生在此大放异

彩，为学院援疆工作的深入展开打下

了坚实基础。谈到未来发展，洛阳师

范学院校长梁留科说，学院将稳步扩

大支教援疆规模，深化与哈密地区基

础教育师资对口交流，打出“科技援

疆、教育援疆、旅游援疆、文化产业援

疆”的组合拳。

牡 丹 花 开 靓 边 疆

从哈密去往巴里坤，沿途穿过

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目睹卷着黄土

冲天而起的沙尘暴，惊诧怪石嶙峋

的雅丹地貌。心神被这种荒凉、空

旷，甚至萧条吸引着。

峰回路转，车窗外闪过连绵山

谷，坡上坡下满是像哨兵一样站岗

的青松翠柏。远处，天山山脉白雪

皑皑，层峦叠嶂，阳光是雪山闪亮的

华服。近处，青黛色、赭红色、牙黄

色，多种色彩交织的山壁崖岩，环绕

着起起伏伏的广袤草场，悠闲自在

的羊群、牛群，纷纷扑面而来又匆匆

飞速闪过。

我在这里看风景，丁兴琴却一

直在打电话：怎么样乖，宿舍有网络

没有？可以洗澡吗？暖气热不热？

吃饭问题解决没有？一连串的问题

传出去，她就目不转睛地定神。当

电话那头传来“老师都很好，安排得

很周到”的回复，丁兴琴的口气才松

下来：“我娃乖，先好好休整一下，然

后好好备课，拿出我们的专业性，站

稳讲台。”开口闭口的那声“乖”，暖

彻心扉，也烙印在我脑海里。

一路风尘，晚上 9 点多，星星引

路，伴着夜风微凉，我们去学校看支

教生。这是每学期的规定动作，不

管支教生分到多少个教学点，丁兴

琴和送学生的领导都要一一走到。

这次，随丁兴琴同行的领导是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王文

参，看上去魁梧硬朗，在学生面前

分明是慈父模样，嘘寒问暖之余，

又耐心教导学生要用自己所学服

务好边疆教育，把中原文化带给少

数民族群众，不仅要做好教师，更

要做好民族团结的使者。学生们

围着他不住点头：“老师，我们不会

给学校丢脸的，什么困难都可以克

服，何况这边安排得很好，您放心

吧。有什么事我们会第一时间联

系带队老师。”

杨勇军是本期的领队教师，台

湾清华大学博士后，做事一丝不

苟，求真尚美。为了带好队，来之

前他对 74 名支教生说，不管带多

少行李，都要留下一本书的位置。

4 个月里要读一本书，教书育人的

同时更要丰富自己。《红楼梦》是一

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大观园里的每

个人都在成长，我们来到异地他

乡，也是成长的经历。我们不仅要

用自己的学识影响这里的孩子，更

要看到成长的自己，把这 4 个月变

成支教之旅、读书之旅、精神之旅、

成长之旅。

就这样，每到新学年开学季，总

有一位教师带领一群学生，在新疆

安一个家，变他乡为牵挂。

一个“乖”字师生情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