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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实验初级中学教师洪卫：

用心呵护每个孩子 用爱温暖学生成长
□记者 张鹏 见习记者 刘晓旭

在今年济南“最美教师”评选
中，济南实验初中物理教师洪卫榜
上有名。洪卫坦言，她从心里热爱教
育事业，热爱学校的孩子们。在课堂
上，她通过制作乐器、照相机、电力
小车等，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兴趣
和探索科学奥秘的欲望。在生活中，
她为学生“私人订制”小礼物，用爱
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从教30年，洪
卫始终在教育第一线勤勤恳恳工
作，用爱温暖着学生的成长路。

做学生的知心密友，她喜

欢给学生送专属小礼物

为了走进学生心里，成为他们
最知心的密友，每次接新班之初，洪
卫都会要求同学建立心路历程本。
洪卫表示，心路历程本是老师和学
生之间的秘密，是学生故事的倾听
者，也是可以同舟共济的密友。

“心路历程本源于我2006年
带初三毕业班时的一次经历。那
时候我班上有一位女生，她很认
真，但随着课程难度加大，她越来
越力不从心。终于有一天，她拒绝
再到学校来上课，也不肯与任何
人面谈。她唯一能接受的形式就
是与我书信往来。”洪卫说，看着
她信中吐露的苦恼，她开始认识
到，如果老师、父母能早一点知道
孩子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发展到
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所以从那
时开始，我就想为什么不给学生
一个宣泄情绪的平台，让他们把

心里话说出来呢？”于是，从那开
始，洪卫就建立了心路历程本，让
学生记录每天的感受，没想到，这
一做就是十几年。

除了心路历程本外，洪卫还
会定时给学生一些小礼物。在洪
卫的班里，每到节假日或中考前，
学生都会收到“私人定制”的礼
物。“我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
点，在卡片上写下不同的话。为了
突出节日特点和氛围，我还亲手
刻制橡皮章，亲手烘焙了小饼干、
曲奇饼，装在色彩鲜艳的小袋中，
作为节日礼物发给学生。”洪卫
说，在学生毕业前一天，她还会给
学生一张寄语卡、送块巧克力、自
费给他们备好文具用品，提前写
好三个锦囊妙计送给学生。

在洪卫的从教过程中，多次
临时接任初三班主任，为了更好
地了解学生，她利用暑假来到学
生家中进行家访。在她心中，每一位
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在她所教的
学生中，有一位特殊家庭的学生因
情感问题陷入迷茫，为了给她更多
的关爱，洪卫将这名学生接到自己
家中住了一个星期，“我与她一起回
家、一起上学、一起聊，一周过后，
她的改变非常大。”

鼓励做趣味实验，她的物

理课很少布置书面作业

“物理教学不仅仅是一项传
授知识的工作，在我的教学实践
中，它更是一项激发兴趣、启迪智
慧、优化思维、引领探索的工作。”

洪卫表示，在课堂上，她总是想方
设法地调动学生的兴趣，“通常少
布置或者不布置书面作业，取而
代之让学生动手制作完成一些小
实验或者小制作，或者章末作业
做思维导图。”

洪卫说，她印象最深的实验
就是自己根据视频寻找材料，制
作“磁浮列车”。“在制作过程中，
学生遇到很多挫折，我就在班级
群里与孩子们交流，分析失败原
因，并分享成功孩子的经验，鼓励
孩子们不放弃，从失败中汲取经
验教训，体验探索的过程。”

据洪卫介绍，随着学习的深
入，学生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流于
形式和表面，而是把研究过程以
书面报告的形式记录下来。尽管

探究过程报告存在一些错误，但
这种体验对孩子而言是很重要
的。洪卫说，在调制鸡尾酒实验
中，本以为成功率较低，因为原料
液体不好找且液体需要反复调
试，但学生的完成出乎她的预料。

“他们用洗衣液、蜂蜜、酱油、洁厕
液、漱口水、糖浆、饮料等等调制
出的‘液体汉堡’百花齐放。”

这样的作业大大地激发了孩
子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性。即使
是课时很紧的初三课堂，洪卫依然
想办法让学生在课堂上、课下多做
实验，多给他们动手、动脑、自主创
新的机会，尤其是复习课更是创设
实验环境，这样不仅为枯燥的复习
课增添了兴奋点，还能使学生长久
保持对物理学习的兴趣。

尊重个体差异，把每个学

生都看作自己的孩子

洪卫强调，教育的“秘籍”是
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如果我
们用统一的评价标准，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班里很多学生是不合格
的。但反之，如果我们能改变自己
评价的标准，尊重人与人的不同，那
么我们就会发现，班里的每个孩子
都有他最为独特的一面。所以承认
差异，就能平等地对待学生，承认差
异，就能站在不同学生的角度上思
考并理解他的做法。”

“之前班里有个男生就因为
任课老师的一句批评，在班里又
摔又砸，并扬言要给老师点颜色
看。我放学后把他留下来，并没有
批评他，而是与他耐心沟通，让他
说说他的真实感受。最终这名学生
采纳了我的建议。”洪卫表示，她相
信每个孩子都是有理智、有能力做
出正确的选择，作为老师要尽量去
理解，而不是责骂，尽量设身处地去
想学生行为背后的原因。“这比起批
评责怪要有益、有趣得多。”洪卫经
常在教学中总结自己的“教师经”，

“我们在包容了所有学生时，也就等
于成就了自己的善良。”

从教30年，洪卫始终把每一
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也有
人问我做这些不累吗？但我是真
的乐于并享受做这些事。我常想
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就是对每
个生命个体的认识、尊重和敬
畏。”洪卫感慨地说道。

济南市纬三路小学教师樊庆华：

埋头耕耘 她是同事们眼中的“拼命三郎”
□记者 张鹏 见习记者 商海林

在济南市纬三路小学，樊庆
华老师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从教22年来，她心无旁骛地投身
到自己钟情的教育事业中，把所有
的爱奉献给了学生。这些年，樊庆华
先后被评为济南市优秀教师、济南
市道德模范等，现在的她又新增了
一项荣誉——— 2018济南最美教师。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我深知学习对
孩子未来的重要性，希望能用我最
大的努力，让更多孩子接受到更好
的教育，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这是樊庆华面对荣誉时，给出的
淡然朴实的回答。

她是身兼数职的“拼命三郎”

1996年幼师毕业后，樊庆华被
分配到林祥南街小学，担任音乐教
学工作，兼工会组长、团支部书记、
科技辅导员、图书管理员，一人肩挑
数职。那时，经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
话就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图书管理工作临近达标
期限，可学校里的万余册图书才整
理了几百册，樊庆华临危受命，用一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剩余图书的分
类、写书卡、上架等琐碎工作。那段
时间，她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
馆，没白没黑地干，“拼命三郎”的外
号就是在那时叫起来的。

2001年，樊庆华调入济南市纬
三路小学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和语文
老师。后来因工作需要，她又担任了

音乐课的教学工作，当时已有八个
月身孕的她，为了学生们能更好地
参加比赛，加班加点排练合唱，最终
导致疲劳过度，心脏早博。医生建议
她休息并开了休假条，但她并没有
休息，而是继续坚持工作。2003年6
月，为了迎接第七届校艺术节，刚休
完产假的樊庆华利用暑假加班排
练，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她的体重降了10多斤，只有八
个月的孩子也被迫断奶。

过度劳累使得樊庆华的身体
出现了问题。2007年，樊庆华感染
了急性支气管炎，之后被确诊为

“肝血管瘤”。心系学生的樊庆华
没有接受医生住院治疗的建议，
不顾身体的不适，上午坚持上课，
下午再去医院治疗。“我面对的不
仅是班里47名学生，更是47个家
庭的希望，作为一名教师，我应该
去承担这个责任。”樊庆华说道。

她是学生眼中的“好妈妈”

初登讲台的樊庆华，一边教
学一边学习，经常为备课而埋头
查阅大量资料。为了钻研教法，潜
心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她常常挑
灯夜战，把教案改了又改。她认为
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给学生，育
人同样重要，一个人的品德好坏
决定了他对社会的影响力。

樊庆华班里有很多外来务工
人员的随迁子女，他们的父母工
作忙碌，没时间照管孩子，她就经
常给孩子们洗脸洗手，把自己孩

子的衣服拿来给学生换上，然后
帮学生把衣服洗干净。小琪是樊
庆华班里的学生，她的父亲在去年
下半年遭遇车祸去世，爷爷怕孩子
接受不了，一直隐瞒实情，多次打电
话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于是樊庆
华平时就多留意小琪，鼓励孩子，在
看到孩子头发凌乱的时候，就帮她
梳梳头发。后来，小琪不小心把脚扭
伤了，那时孩子已经知道了父亲的
事，樊庆华在查看了孩子的伤后，并
没发现明显伤痕，但孩子还是一直
在哭，樊庆华明白那是孩子的心
灵还需要抚慰，放学后就主动背
着孩子下楼梯，陪孩子在校门口
一起等待爷爷来接。

樊庆华经常组织学生们把穿

小了的衣物，通过红十字会捐给
需要的人，有一次，她在报纸上得
知一个小男孩得了白血病，正在
医院与病魔斗争，她带头捐出三
百元，学生们也捐出了自己的零
花钱。“三心”教育是她管理班级
的特色，她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要
求自己，要有爱心、责任心、荣辱
心，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要做
到，时刻为人师表。

18年来为寒门学子捐款十几万

从小到大，樊庆华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长大了要做对社
会对他人有益的人”。18年来，樊
庆华一直执着于公益事业。2001年4

月15日，是樊庆华结婚的大喜日子，
作为一名教师，她决定在自己人生
最重要的日子为教育事业做些什
么，让人生更加有意义，于是，她和
爱人一起拿出了1860元的份子钱，
捐助了两名失学儿童。就这样，从
2001年起，每年4月15日，樊庆华夫
妇都会捐助两名失学儿童。

从2002年起，樊庆华每年都
会主动了解贫困儿童的相关情
况，11名贫困学生成为了樊庆华
夫妇的捐助对象，至今他们仍持
续捐助着其中9名贫困儿童上学。
然而，在2002年，身为工薪阶层的
夫妻二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
还不到2000元。不仅如此，每逢中
秋春节，樊庆华的爱人都会给最
困难的家庭送去油、面粉、肉等过
节食品，截至今年4月15日，他们
的捐助总额已达十几万余元。

“让校园多一张笑脸，社会就
会多一份和谐稳定。”这是樊庆华
爱人所说的话。近年来，他们除了
持续资助这9名贫困儿童外，还不
断参加其他公益救助活动。2006
年，当他们得知高考状元小雪因
家贫难圆大学梦一事后，第一时
间捐出500元；2008年5月13日，他
们在得知5月12日汶川地震灾情
严重时，当夜就决定捐助，随后将
1000元现金送到了慈善总会。就
这样，他们成了济南市慈善总会
和红十字会“常客”。

这些年来，樊庆华一直坚持着
这份爱的奉献，默默付出，心里想的
就是为社会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济南实验初中物理教师洪卫。

济南市纬三路小学教师樊庆华和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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