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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来， 杨靖华潜心研究中学思想品德课教学规律，

转变教学方法， 变思品课的“无趣” 为“有趣”， 让学生在

“趣” 中求思， 在“趣” 中悟道。

【新疆推荐】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第二中学教师孔庆菊

她用自己的爱心和责任感， 以及对教改的执着， 赢得

了学生的爱戴、 家长的感激、 同事的尊重， 她像一朵美丽

的格桑花绽放在达坂山下。

【青海推荐】

28年中， 钟时珍把她慈母般的爱撒向学生， 抱着“诚

惶诚恐” 的心态， 不断反思改进教学方法， 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 督促年轻教师努力前行。

【安徽推荐】

钟时珍在与学生讨论问题。 （资料图片）

孔庆菊在辅导学生学习。 （资料图片）

杨靖华在解答学生提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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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坂山下美丽的格桑花

■

本报记者 王英桂

一场秋雨过后， 海拔3900多米的达

坂山笼罩在一片浓重的深雾中。 汽车附

着在山体的连续弯道上逶迤挪行， 能见

度不足50米。

达坂山是从青海省会西宁通往海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必经之路。

山脚绵延数十公里处， 便是门源县城，

县教育局就在县城一隅。

听说记者要采访2012年“宝钢杯”

全国杰出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候选人、 门

源县第二中学教师孔庆菊， 学校的老师、

学生及学生家长等20多人一大早便等在

县教育局。 “大家都想说说孔老师的事

情。” 县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主任李元茂

说。 记者对孔庆菊的采访便从她身边的

人开始。

同事的眼泪

“孔老师对待本职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真的让人佩服。” 与孔庆菊共事十几年的

靳全梅老师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

故事。

2011年夏天， 正值初三年级学生冲

刺中考的关键时期， 孔庆菊82岁高龄的

母亲因为胃癌晚期， 生命进入最后的时

段。 接到病危通知书后， 家里的兄弟姐

妹们纷纷赶往医院陪侍在病床前， 唯有

孔庆菊因为要带着学生们备考， 没有办

法尽孝。

“同事们都劝她请假去医院探望母亲。

可是孔老师却说：‘现在是孩子们中考前最

关键的时候， 我这个班主任要是走了，

孩子们就少了一份备考的动力， 我不能

丢下他们！’” 说话间， 靳全梅的眼泪滑

过脸颊， 滴落在手臂上。

病痛的折磨下， 母亲最终还是走了，

丢给孔庆菊的是淌不完的眼泪和满心的

歉疚， 还有所带班级全县第一的好成绩。

“一边是毕业班的学生， 一边是我的母

亲， 在那样的关键时期， 他们都需要我。

可我不能因为私人情感影响了那么多孩

子的前程。” 面对记者， 孔庆菊说话虽然

有些哽咽， 但脸上依然是坚定的神情。

家长的心声

“要不是孔老师的话， 我女儿根本不

可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学生家长

老张一直这样说。

老张的女儿张志娟， 曾是孔庆菊所

带班里的一名学生， 女孩儿长得机灵俊

俏， 而且学习成绩优异。 可由于家庭条

件贫困， 母亲又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

节炎， 常年卧病在床， 照顾家庭的重任

大部分落在张志娟的身上， 每天由她替

母亲做饭、 煎药、 理家、 务农。

看着张志娟几天不来上课， 作为班

主任的孔庆菊便几次到她家里做动员工

作。 “孔老师当时边哭边劝， 说家里再

艰难也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为什么

不让孩子上学。” 老张回忆说。 在孔庆菊

的劝说和资助下， 险些辍学的张志娟再

次回到教室里， 后被华东师范大学高分

录取， 如今已在青海省大通县的银行里

工作， 过着工作稳定、 婚姻美满的幸福

生活。

“真的很感谢孔老师， 是她的及时规

劝和认真负责， 改变了我孩子一生的命

运， 要不然， 这个孩子可能真的给耽误

了。” 老张一再说。

“山里的孩子， 对知识的渴望远远要

比城里的孩子强烈。 我多跑几趟没关系，

课上多讲几遍也无妨， 只要孩子们真的

懂了， 我的责任就尽到了。” 孔庆菊笑着

对记者说。

同学的玩笑

同在门源县当老师的赵良生， 是孔

庆菊的同窗好友。 自打孩子成了孔庆菊

的学生后， 他们之间的接触比以前更多

了。 “我这位老同学原本就是个对任何

事情都很认真的人。 2002年课改时， 她

全身心都放在完成课改任务上。 由于劳

累过度， 压力太大， 她的头发大把大把

地往下掉。”

赵良生所说的课改， 指的是2002年

门源县试点推行的第一轮课程改革。 时

任年级组组长、 班主任的孔庆菊被门源

县第二中学选派去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

新课程改革通识培训。 第一次接触到课

改的全新理念， 这对孔庆菊来说是一次

难得的机会，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孔庆菊这只课

改“领头雁” 的带动下， 门源县第二中

学的课改工作一度走在了全县前列 。

2005年门源二中课改试验班各科目的成

绩比普通班的成绩平均高出5至10分， 曾

被评为“海北州课改先进学校”。

赵良生告诉记者， 直到现在， “课

改把孔老师的头发改没了” 这句话仍在

门源县教育界广泛流传。 “这虽是一句

玩笑话， 但也是个大实话。 而孔老师对

这样的玩笑根本不在乎， 对自己外在形

象的变化、 对个人利益的得失毫不介

意。”

学生的感言

现在已经顺利升入高中的冶建芳， 曾

是孔庆菊的学生。 从小体弱多病的冶建

芳， 一直生活在自卑当中。

冶建芳告诉记者， 有一次她突然口吐

白沫晕倒在课堂上， 全班同学吓坏了， 是

孔老师当机立断， 背着她三步并作两步跑

到医院。 “等我醒过来时，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孔老师， 心里特别温暖， 感觉她就像

我的妈妈一样。”

从那以后， 冶建芳时常能得到孔庆

菊一些额外的关爱和鼓励， 学习成绩直

线上升， 往日那个自卑内向的女孩成了

班里的佼佼者。 在冶建芳眼里， 孔庆菊

不仅是自己初中阶段的语文老师、 班主

任， 更是人生路上的导师、 生活路上的

亲人。

回族女生韩英， 性格内向， 身体孱

弱， 家境贫寒， 父母一度让她弃学回家。

孔老师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后， 多次到韩

英偏远的家中， 苦口婆心给她的父母做思

想工作， 小韩英终于又回到了教室。 初中

三年， 韩英多次生病， 孔老师一次次带她

入院治疗， 并为她垫付医疗费用。 2011

年， 她以海北州文科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

这样的故事， 在孔庆菊20年的教学

生涯中不胜枚举。 2008年， 她被推荐为

青海省师德师风报告团成员， 在省内各州

县进行巡回报告。

20年来， 孔庆菊在农村教育事业上

的根越扎越深， 她离自己的梦想也越走越

近。 如今， 这朵藏家格桑花正烂漫绽放在

美丽的达坂山。

他的思品课魅力无穷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在十三中， 他的思品课是很有名

的， 学生都爱上他的课。” 熟悉他的人都

这样说。

在学生眼中， 他是良师益友； 在同

事心中， 他是教研楷模。 27年来， 他潜

心研究中学思想品德课教学规律， 是一

位醉心教研、 倾力教学、 为人师表的教

育工作者。 他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

三中学政治教师杨靖华， 一个让思品课

充满无穷魅力的人。

他的思品课上， 总是充满

学生的笑声

走过杨靖华上课的教室门前， 阵阵

笑声从教室里传来。 杨靖华在课堂上讲

的故事， 引发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没有故事的课堂一定不是好的课

堂。” 杨靖华说， “思品课的课堂更是如

此， 因为很多内容都是抽象的概念， 仅

仅靠解读概念是无法让学生爱上思品课

的。”

27年前， 学中文的杨靖华， 阴差阳

错教上了政治课。 没想到， 这一教就是

27年。

为了让学生喜欢思品课， 杨靖华积

极在创新教学手段上下功夫。 刚刚出现

多媒体那阵子， 杨靖华就大胆创新， 把

多媒体引进到课堂上。

有一次， 在讲 《党的基本路线》 这

一课时， 他找来一台录音机， 在上课时，

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三中学教师杨靖华

先给同学们放了一首 《春天的故事》。 然

后， 他播放了一组行进中的大船的幻灯

片， 船行进的方向就是党的目标。 改革

开放是动力， 推动船前进； 四项基本原

则起导航作用， 不让航船偏离方向。 杨

靖华这样的设计， 一下子就把学生吸引

住了。 一堂课下来， 知识点学生全掌握

了， 而且学得饶有兴趣。

杨靖华的学生、 高三年级的马船昊

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杨老师的那堂

课历历在目， 就像刚刚上完这堂课， 走

出教室一样。”

“每堂课， 我都力求学生喜欢， 我都

努力上成精品课。” 杨靖华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20多年， 杨靖华总是想办法、 费思

量， 让思品课形象化、 生动化、 感人化，

让学生喜欢。 这些目标， 他都实现了。

担任24年班主任， 只为了

解学生因材施教

翻开杨靖华的从教履历， 记者发现，

他工作27年， 却连续担任班主任工作24

年， 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坚持24年当班主任？ 用杨靖

华自己的话说， 就是为了更加深入了解

每一个学生， 然后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因材施教。 他常说：“没有做过班主任的

教师， 不是完整的教师。”

在杨靖华带过的班上， 有一个男生

经常逃学。 经过深入交流， 杨靖华了解

到， 这个男生因成绩差、 对学习没信心、

校外还有不良朋友的诱惑， 才导致逃学。

为了尽快改变他， 杨靖华每天放学把他

带回家。 这样做不仅可以在放学的路上

与他交流从而了解并改变他的思想， 而

且还可以帮他补补功课。

经过杨靖华耐心的帮助， 这名同学

有了很大进步， 信心倍增。 让杨靖华高

兴的是， 这名男生的变化影响了整个班，

以前心浮气躁的学生现在也开始安静学

习了， 并主动要求当班委或课代表， 个

个都要求上进。

就这样， 短短3个月， 这个班就从一

个让老师头疼的班， 变成了一个会感恩

的班集体， 学期末还被学校评为优秀班

集体。

他曾带过的初一 （7） 班， 学生自我

意识比较强。 对此， 杨靖华采取“尊重”

的教育实践研究， 从学生的行为习惯及

新型师生关系等方面做起，大胆改革班级

的评价体系， 将班级的评选落实到每日、

每周、每月，评出“学习进步最大”、“提问

题最多”、“帮助同学最热情”等多个奖项。

这样一来，激起了同学们乐观、积极、向上

的精神，收效很大。

追求卓越， 立志当专家型

思品课教师

“学习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可是

有些学生一提到思想品德课就谈虎色变，

兴味索然。 究其原因， 就是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气氛

死气沉沉。” 杨靖华说。

面对这种状况， 杨靖华切实转变教

学方法， 他想尽各种办法变思品课的

“无趣” 为“有趣”， 让学生在“趣” 中

求思， 在“趣” 中悟道， 在“趣” 中创

新， 在“趣” 中导行。

杨靖华清楚地意识到， 教师对学生

成长过程中的正确引导需要教师不断提

高自身综合素质。 为此，杨靖华从不放过

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思品课标准和教材

的综合性为教师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师有广泛的科学与

人文知识背景，就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内容

饱满、充实、富有情趣的课堂。

2000年，在别人眼里已近不惑年龄的

杨靖华，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儿童

心理发展研究生课程新疆班的学习。 整整

两年，不分寒暑。 当他完成了这个学习过

程时，他有一种对教育的豁然之感。 也许

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学习中，他悟出教育的

真谛，也在这个过程中升华了自己。

20多年过去了， 他养成了独立思考

的习惯， 在教学中遇到问题就在学习中

找答案。 从那一天开始， 他有目的地阅

读各类教育教学书籍、 钻研教材、 写教

学反思日记， 关注时政并把每天的读报

所得应用到课堂上。 这些已经成了他生

活的重要内容。

自1997年至今， 杨靖华共计参与并

主持课题实验七次。 所参与课题实验多

数获得国家级、 区级及乌鲁木齐市级科

研成果奖项。 在工作中， 他善于总结反

思，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 笔耕不辍， 积

极撰写教育教学论文， 先后发表了多篇

较高质量的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 杨靖华得到了这样

的感悟：“课改培训， 头脑风暴， 理念提

升； 集体备课， 困惑而来， 满意而归；

实验研究， 体验感悟， 拾级攀登； 实验

历程， 同伴互助， 专业发展。”

这就是杨靖华， 一位致力于让中学

思品课充满魅力的政治课教师。

亦师亦母用爱点亮教坛

■

本报记者 俞路石

钟时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1984年

第一个教师节前， 刚从安徽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的她， 来到安徽省宁国市宁国

中学， 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28年过去了， 如今的钟时珍先后被

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安徽省劳动模范，

还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 头戴诸多光

环的她却依然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

承担着繁重的语文教学工作。 正像她自

己说的那样： “当老师确实很适合我”。

学生心中的慈母

在学生的心目中， 钟时珍是一位慈

母， 她总是能从一个又一个细节中发现

学生微小的变化。

一年冬天， 一位家在农村的学生小

丁(化名)租房住在校外， 连续很多天， 总

是以病假为由没来上课， 这引起了钟老

师的注意： 小孩子会不会冻病了呀？ 下

课后， 钟时珍找到了小丁的住地， 眼前

的情景把钟时珍吓了一跳。 原来小丁自

己租房在此， 受左邻右舍小青年的诱惑，

居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当时已经两天

没吃饭了。 又疼又气的钟时珍赶紧把小

丁带回自己家， 看着小丁饥不择食地吃

完几碗米饭后， 钟时珍特意为他做了一

碗榨菜汤， 又拿来一碟咸菜， 告诉他：

“这两样东西就是你父母日常的伙食， 父

安徽省宁国市宁国中学教师钟时珍

母把最好的生活给了你， 你是如何回报

父母的呢？”

此后， 小丁渐渐有了变化。 转眼就

是寒假了， 不放心小丁的钟时珍特意又

来到他的租住房， 小丁一个人可怜巴巴

地蜷缩在房间里———因为还赌债， 他连

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了。 钟时珍掏钱买

票亲手把他送上了回家的汽车。 整个寒

假， 钟时珍都在思考着怎么能让小丁彻

底戒掉赌瘾。 开学前夕， 钟时珍一个电

话打给小丁父亲， 让他在孩子上学时，

父子俩一起骑车到学校。 六七十里的山

路， 又正逢寒冬， 站在早就等在学校门

口的钟时珍面前时， 父子俩已是一头的

白霜。 此情此景， 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

语言， 早就让小丁羞愧难当。

从那时起， 再没人发现小丁混迹在

牌桌上， 更多出现在晚自习的教室里。

高中毕业时， 小丁顺利考取了大学。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带了28年的中学语文， 钟时珍一直

反思自己的教学， 尤其是最近几年， 她

经常对自己的教学感到“不满意”。 她曾

经进行过调查， 发现学生最喜欢和最不

喜欢的课程都没有语文课。 语文课到底

怎么了？

必须把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出来！

反思很久后的钟时珍决定改变自己多年的

教学方法， 让学生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

中来。 普通的一节 《烛之武退秦兵》， 钟

时珍把全班几十个同学分成若干小组， 让

他们在组长的组织下进行预习， 然后由各

组长将共同迷惑的问题在课堂上提出来，

结果全班居然提交了18个问题， 有些问题

远远超出了课文本身。 一堂课下来， 谁是

老师， 谁是学生， 大家的身份都有些模糊

了， 但在问答的过程中， 学生们学到的知

识更牢固了。

多年的教学， 钟时珍有一个体会，

现在的学生阅读面很宽， 但语言表达能

力却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一点， 钟时珍

动起了脑筋， 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有

诸如 《雷雨》 等由戏剧改编而来的课文。

每逢遇到这些课文， 钟时珍就会让同学

们登台表演。 可不要小看了这几十分钟

的表演， 要是没有真正读懂课文， 演的

可真不像； 说不出来， 那可真演不下去。

学生对语言的感觉能力、 学习的探究能

力， 在一个又一个小节目里提高了。

有时， 学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还真能把

自己难住了。 郑文君同学就很清楚地记

得， 有一次上课， 钟老师就没有把一个字

的读音读准， 被同学们当场指了出来， 钟

老师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说起这些，

钟时珍深有感悟地说： “站在课堂， 面对

学生， 当老师的应该有一种诚惶诚恐的心

理准备。 只有把我们国家优秀灿烂的文化

教授给他们， 我们才算尽职！”

面对学生“诚惶诚恐” 的钟时珍， 在

学生们看来， 却是那么可爱。 学生杨伊湄

说： “上钟老师的课， 我们总能听得津津

有味， 就是很枯燥的课文在她嘴里也会变

得很生动。 上钟老师的课， 就是带劲！”

督促年轻教师成长

28年的从教生涯， 让钟时珍从一名普

普通通的青年教师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师。

在宁国中学， 既然是一位“名师”， 就要担

当一个任务———担任青年教师的“导师”。

屈指算来， 这些年， 钟时珍已经担

任了8位青年教师的导师。 这8位青年教

师， 在钟时珍的扶持下， 从青涩走向成

熟。 在他们眼里， 最初的钟老师是那么

严厉， 2003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来校

工作的范海霞清楚地记得一件小事， 一

次在自己上公开课的前一个晚上， 已经

12点多了， 钟老师突然打来电话， 指出

她第二天上课用的课件上的几个小错误。

原来， 钟时珍利用整整一个晚上， 把她

的每一页课件都认真看了一遍。 “钟老

师总是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督促着我们

这些年轻人努力向前， 每次听完我的课，

钟老师总是给予最细致的指导。 这是一

种深层次的庇护， 让我铭记终生。” 范海

霞充满感谢地说。

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 使钟时珍的

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1994年高考前夕，

她总感到自己的眼睛不停在跳动， 到医

院检查后， 被告知患上了面部神经痉挛

症， 急需马上治疗。 想着即将高考的学

生， 钟时珍决定还是高考结束后再说。

最佳治疗时间就这样被耽搁了， 现在已

经没办法痊愈了， 以致于现在每逢新学

期开学， 钟时珍都要给同学们来这么一

段“开场白”：“老师讲课久了， 可能会给

你们‘挤眉弄眼’， 你们不要着急， 老师

稍微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一次报告会上， 有人问钟时珍 ：

“你对教育的热爱源于什么？” 钟时珍回

答： “作为教师， 能够享受到学生们、

徒弟们慷慨捧出的那一份让世俗的喧

嚣黯然失色甚至无地自容的真诚， 我

感觉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当老师确实

很适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