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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当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琼海市教育幼儿园
时，该园业务副园长、教师李前
远刚刚结束了上午的查班工作
回到办公室。秋季学期开学第
一天，她像以往每个开学日一
样，到各个班级了解幼儿入园
和教师工作情况，查看幼儿园
采取的缓解幼儿“分离焦虑”的
措施是否有效，然后再针对性
地指导幼师开展下一步工作。

由于教学成绩卓著，李前
远被评为2019年度全省优秀
教师。2000年，从琼台师范学
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她成
为一名幼儿教师。在19年的
工作实践中，她用爱守护孩子，
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她是我省首批幼儿园省级学科
带头人，曾获得宋庆龄幼儿教
育奖。

“做一名好幼师，心中要有
爱，要有责任感与专业能力。”
谈到19年来的工作感悟，李前
远表示，“幼师要发自内心地喜
欢孩子，要有责任感，要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修炼专业技能。
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进步，成
为一名专业的幼教。”

李前远将幼儿园的每个学
生都视为自己的孩子。有些幼
儿刚入园时会紧张焦躁，她就
耐心地对幼儿进行安抚，与他
们的家长和班级教师交流沟
通，然后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帮
助幼儿逐步适应幼儿园的生
活。

“李前远是一名非常负责
任、经验很丰富的老师。”琼海
市教育幼儿园园长黄霞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李前远对工作认
真负责，对幼儿充满了爱。她
入园第六年，专业能力就获得
肯定，被任命为分管业务的副
园长。”

“要当好一名幼师，首先
要让孩子们认可你、喜欢你。”
李前远认为，小朋友虽然年龄
很小，但也明白许多道理。对
待孩子们要像对待朋友一样，
陪伴、关心、认可，一个都不能
少。“宝贝们能够感受到你的
付出，也会回应你的付出，得
到他们的认可是非常有成就
感的。”

每天上午7时许，教师们
到幼儿园后会立即打扫卫生，
并打开紫外线灯进行消毒，以

整洁舒适的环境迎接每天入园
的小朋友们。

李前远说，“作为幼儿教
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
行。你的一举一动，小朋友们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
会学你说话，学习你的处事方
式，这是我们开展幼儿教育时
必须要注意的。”

在19年的教学生涯中，李
前远总结出一套幼儿教学方
法。“幼儿园每天的日常活动包
括学习、游戏、运动、生活4个
板块，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
学、艺术5个领域进行。幼儿
园的一切活动都是课程，孩子
们从生活和游戏中学习、成
长。”李前远说，幼儿园的教学
宗旨是让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生
活中潜移默化地学到知识、认
识世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幼
儿，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李前远表示，要结合小朋友的
需求，让他们在玩中学，“幼儿
园老师要做的就是引导、帮助
孩子们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中
获得有益的经验。”

做好幼儿教育，离不开专
业的教师队伍。李前远走上幼
儿园管理岗位后，一直致力于
提升团队的业务能力。“幼儿园
实行培训、教研一体化的工作
模式，以每个学期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困难为基点，开展教研
培训活动。”李前远说。

“作为一名幼师，责任重
大，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
力。”李前远说，该园每月都会
组织两次集中学习，让幼师们
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定期举
行园区开放日活动，与家长们
沟通交流，“只有心中充满爱，
通过家园共育的方式，才能让
幼儿健康成长。”

琼海市教育幼儿园教师李前远：

心中有爱润新芽
■ 本报记者 袁宇

金发飘逸、五官深邃的海
南华侨中学国际部外教塞缪
尔·威尔逊来自美国。但是，一
戴上头盔、骑上“小电驴”，他又
显露出几分海南“岛民”的气
质。“我来海南两年多了，很喜
欢这里的风景和佳肴，尤其喜
欢美味的芒果肠粉。”塞缪尔笑
着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在生活中，塞缪尔略显腼
腆，一旦走上讲台就变得严肃
认真起来。“塞缪尔讲课逻辑严
密、条理清晰，实用性、针对性
都很强，他的课堂没有‘水
分’。”近日，海南侨中国际部双
语数学教师曾婕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如今，塞缪尔打造的美式
开放课堂教学效果突出，他也
因此成为学校学生最喜欢的外
教之一。

塞缪尔毕业于美国得克萨
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2017
年，他第一次收到海南侨中国
际部发出的工作邀约邮件。“那
时，我对上海、广州、成都等中
国城市都有所了解，但对海口
还知之甚少，因此并没有考虑
来这里工作。”

不久，再次收到海南侨中

国际部发出的邮件后，塞缪尔
决定了解一下海口这座城市。
在网上输入“海南、海口”这些
关键词后，他看见了满屏的椰
风海韵、碧海蓝天。塞缪尔便
背上行囊、跨越重洋，只身一人
来到海南。

“海南人民很热情。”塞缪
尔说，他初到学校时，中文是

“零基础”，但是学校老师、学生
甚至路人都耐心帮助他解决了
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难题。

“有一次，我遭遇车祸后手
臂骨折，学校发了医疗补贴，还
安排同事们照顾我。”塞缪尔
说，同事们给他写了一些中文
小卡片，注明“痛”“饿”“上厕
所”等内容，让他能和医护人员
进行简单的交流。这些事让塞
缪尔心存感激，“我没有选错，
这座城市的确温暖了我这个异
乡人。”

把“美式教育”带入中国学
校，让海南中学生不出国门也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国际教育，
是塞缪尔的初心，也是他一直
不懈努力的方向。

塞缪尔平时为海南侨中中
美合作实验班学生上托福课。

他会提前了解每个学生的目标
学校、期望成绩和薄弱点等，并
据此设计出具有开放性、创造
性和趣味性的课程，“我不想只
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还要给他
们营造美式课堂的氛围，尽可
能帮助他们提前了解国外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

“许多外教会抛出话题，然
后让同学们分组讨论，自己却
不进行引导。这样的课堂虽然
热闹，但学不到多少知识。”海
南侨中中美合作实验班学生李
祉诺说，“塞缪尔在课堂上抛出
话题前，往往会用精心准备的
课件、短片叙述话题背景，然后
再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和总
结。在此过程中，他会不断给
我们提示和帮助，他是一个治
学严谨的好老师。”

塞缪尔在海南学会了不少
汉语，他平时喜欢在海口、琼
海、澄迈等市县的街巷中穿梭，
品尝街边美食，体验市井生活。

“除了芒果肠粉，我还喜欢
吃陵水酸粉、薏粑。但是，我始
终吃不惯白斩鸡。”塞缪尔说，
在寻找市县美食时，他也发现
了海南近年来的变化。

目前，海南正在推进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塞缪尔发现，为外
籍人才量身定制的好政策越来
越多了：给予长期在琼工作的
外籍人员更加稳定的居留预
期，为外国优秀留学生、国际知
名高校毕业的外国学生等外国
优秀青年提供在华创新创业的
舞台……

“海南的发展吸引了世界
的目光，许多国外的朋友纷纷
向我咨询这边的情况，为自己
将来的就业、旅游做打算。”塞
缪尔说。

9月6日，当海南日报记者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寻
找保城镇中心学校时，却发现
这个“中心学校”原来在几公里
外的村子里。这天下午，保城
镇中心学校教师覃雪下了课，
还依然在学校里忙个不停，“还
有很多扶贫工作要做，要统计
贫困学生数量、到学生家里回
访确认扶贫款项是否到位，不
能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
覃雪说。

老家在广西柳州的覃雪今
年44岁。从1996年毕业参加
工作至今，她曾在保亭多个乡
村学校任教，23年来一直坚守
在乡村教师这个岗位上。

2015年，覃雪到偏远的保
亭六弓乡中心学校支教一年。
刚到学校，她便发现自己班里
有名特别调皮的学生，许多同
学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后
来，覃雪才知道他是一名留守
儿童，父母都不在家。

一次，这名学生与人打闹
扯破了衣服，覃雪就在自己的
宿舍用针替他缝好。还有一
次，这名学生用手抓饭吃被同
学嘲笑。覃雪询问后才得知，
他的勺子丢了以后一直没人再
给他买。她赶紧将一个勺子送
给这名学生，没想到此后他还
在用手抓饭吃。

“我问他原因，他说要把我
送给他的勺子收藏起来。”覃雪
回忆说，这句话让她特别感动，
她又送了一个勺子给这名学
生。

一件件类似的小事，让覃雪
很快收获了学生的认同。2016
年母亲节，在六弓乡中心学校任
教不到一年的覃雪收到了20个
孩子的电话或短信祝福，学生们
纷纷祝她母亲节快乐。

作为学校里教学经验较
为丰富的教师，覃雪近年来十
分重视年轻教师的传帮带工
作，“我是学校数学科目教研

负责人，每周三都会组织一次
教学研讨活动，让老师们根据
一个问题展开针对性的交流
研讨，以此提高学校的教学水
平。”

“覃雪老师是我们的好大
姐，平时在工作中对我帮助
很多。她带领我们进行教学研
讨，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
量。例如，让我们每节课都制
定一个课堂教学目标，根据目
标来掌握教学节奏，提升课堂
效率。”保城镇中心学校年轻教
师李芙菊说。

谈起23年的教学生涯，覃
雪心中有一件始终无法释怀的
憾事。早年在保城镇春天小学
任教时，覃雪接触到一名性格
内向的学生。“那名学生的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导致他从小得
到的关爱不够。他总觉得别人
想伤害他，平时跟老师同学也
不亲近。”覃雪回忆道。

了解这个情况后，覃雪每
节课都会抽出时间坐在这名学
生旁边，指导他学习。慢慢地，
这名学生被覃雪的热情所感
化，乐于上她的数学课。“不过，
这名学生小学毕业后不再上初
中，人也离开家不知所踪。其
实，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只是得
到的关爱太少了。每次回想起
这件事，我都觉得很心痛。”覃
雪说。

下午五时许，放学铃声响
起，穿着校服的孩子们陆续从
教室走出来，奔向在外等候的
家长们，覃雪还要继续在学校
里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到家已
是常态。

保亭保城镇中心学校教师覃雪：

坚守只因放不下牵挂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学生辍学、6个班的班主
任陆续辞去班主任职务——当
44岁的罗勇跨越数千公里来
到海南时，没想到自己要面对
这样一种境况。

那是两年前的9月初，海
南省面向全国招聘引进优秀校
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团场中学拥有21年教学经
验的罗勇，通过竞聘成为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太平学校校
长。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自己
是来当‘救火队员’的。”罗勇
说，当时的太平学校是琼中最
偏远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
成绩长期垫底、校园基础设施
简陋。

从一个偏远地区到另一个
偏远地区，罗勇这个湖南汉子
在琼中又碰到了“硬骨头”。

在辞任的班主任中，罗勇

以初三教师谢帮湘为突破口进
行劝说，“帮湘，帮湘，注定了你
能帮我。”他三番五次上门做谢
帮湘的思想工作，同时通过完
善制度、绩效奖励与领导包班
风险共担等措施，劝说对方重
新扛起班主任的重担。

学校老师们的心渐渐被
焐热了，紧接着就是要将辍学
学生全部劝回学校。“罗校长
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到学生家
里进行家访。他发现许多家
庭父母教育缺位后，便提出由
老师来当学生们的‘代理家
长’。”谢帮湘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当时，通过开展“三进两联
一交友”（进班级、进宿舍、进
食堂，联系学生、联系家长，与
学生交朋友）活动，老师们责
任到生、联系到村，终于将辍
学的孩子一个不少地找了回
来，并建立了因人施策的爱心

帮扶成长档案。
“这些曾辍学的孩子大多

精力旺盛，我就专门组建了一
支校园篮球队，让他们参加篮
球运动。”让罗勇感到欣喜的
是，这支由“刺头们”组成的篮
球队，在全县中小学生篮球比
赛上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曾辍学在家的初二学生小
诚，返回学校后一直心不在
焉。“有一次我发现他上课时在
书上画画，凑过去仔细一看，画
得真不错。”罗勇说。几天后，
他自掏腰包花了300多元为小
诚买来一套画具。或许是有了

“被认可”的感觉，小诚开始认
真上课，不到一年，课程总分提
升了160多分。

帮助学生找到兴趣、提升
自信，是罗勇一直践行的教育
理念和初心。通过改革课堂教
学模式，构建“导—学—析—
练”的课堂教学模式，太平学校
在教学上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
绩单：今年中考在全县排名第
10，较去年提升了4个名次。

“我把在深圳读书的儿子
调到太平学校学习，又让妻子
从琼中县城学校申请到太平学
校任教。”用罗勇的话来说，他
这是把自己的家都安在了学
校。

多措并举引发了一股生源
回流潮。学生刘健成、王道景
先后从琼中县城学校、海口的
学校转回来就读……经过粗略
计算，太平学校本学期生源回
流十余人，这些孩子和家长们
相信，这所偏远的乡村学校正
变得越来越好。

海南侨中美籍外教塞缪尔·威尔逊：

漂洋过海育桃李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琼中太平学校校长罗勇：

教育路上“一个不能少”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毛景慧

李前远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本报记者 袁宇 摄

23年来，覃雪坚守在乡村教师岗位上。本报记者 梁君穷 摄

塞缪尔·威尔逊在备课。见习记者 封烁 摄

罗勇在学校备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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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9月
10日，我们迎来
了第三十五个教
师节。

在每个人成
长的道路上，都
离不开老师的谆
谆教导和耐心陪
伴。本期海南日
报《教育周刊》从
我省教师中选取
了 8 位典型人
物，他们是全省
12 万多名教师
的优秀代表。一
支粉笔，三尺讲
台 ，四 季 耕 耘
……他们坚守在
教学一线，在讲
台上演绎精彩人
生，用爱的光芒
照亮孩子的未
来。

编者的话

教师节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