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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个“ 天 使 ”一 个“ 妈 ”
——记临汾市优秀班主任、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王宝丽
本报记者 郭 璞 文/图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市特殊教育学校
准备采访全市优秀班主任王宝丽时，恰好
在操场上看到这样一幕：一个扎着马尾巴
的女老师和五个戴着耳蜗的孩子在一起
“撞拐子”，膝盖顶着膝盖，各自铆足了劲儿
向对方进攻。撞着撞着，孩子们停下来，围
着老师“说”个不停，脸上的笑容调皮又可
爱……
记者“逮”住这位老师一问，她就是王
宝丽。讲起从教经历，王宝丽快人快语，
“这
就是缘份，2001 年从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毕业后，懵懵懂懂地开启了‘既当老师又当
妈’的特教生涯。转眼间 20 年过去了，看到
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能自立于
社会，
心里挺自豪的……”

从
“野丫头”到
“小助手”
王宝丽和她的天使们

从
“自闭儿”到“阳光少年”
在王宝丽看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
二 的 生 命 个 体 ，这 就 需 要 采 取 不 同 的 方
法，注重每一个细节，发现闪光点，用心去
培育。
班上有个孩子叫林林，是个脑瘫儿童，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身体多病，因无法
正常走路由母亲每天推着轮椅送入学校。
刚入学时，林林性格内向、自闭，不爱跟同
学沟通，有很深的戒备心，而且因手无力不
能写字，说话也含糊不清。怎么把这个孩子
拉到班级大家庭里，让他克服身体残疾获
得新生呢？王宝丽煞费苦心。
每天早上，王宝丽都会站在教室门口

等着林林，和他妈妈一起把他扶进教室，让
他无形中感受到老师对他的爱。课堂上，王
宝丽关爱的目光经常投向林林，
“ 林林，这
个字母怎么读？”
“火柴棒会移了吗？”
“有什
么想和老师说的吗？”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多
提问、多鼓励，林林从起初的冷漠、拒绝到
一点点儿变成接受、乐于表达。王宝丽还手
把手地教他写字，锻炼他手上的力量。看着
一个个简单的汉字从自己手下“跳”出来，
林林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了，慢
慢地，他不自卑了，也不排斥同学了，逐渐
融入班级生活。
一年级元旦晚会上，林林配合其他同
学朗诵，因为没有完成好，哭了。王宝丽觉
得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抱住他说：
“孩子，
加油，
我们相信你。
今年 76 班教室由一楼搬
到 二 楼 ，你 能 勇 敢 地 走 到 咱 们 的 新 教 室
吗？”林 林 心 里 正 憋 着 一 股 气 ，大 胆 回 答
“能”。只见他双手抓住楼梯扶手，用力抬动
双腿，一步一步“扭”上去并走进了教室。此
时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满头大汗的林
林笑了，
眼里闪着自信的光。
林林母亲身体不好，每逢换季时或者
雨雪天就没法出门，而林林也无法上学只
能待在家里。这个时候，王宝丽会定时去他
家给他补课，还把他捯饬得干干净净。如今
的林林，已然是班里的“宝”，同学们都愿意
帮助他，他上课积极回答问题，也能写一些
简单的字，
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阳光少年。

从“单个关注”到“小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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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就像一台大戏，班主任就是这场
戏的导演，要根据每个演员、每个场景的不

我是小小文明守护员
本报记者 郭秀婷 文/图
“妮子，
那边没车，
你不是着急去学校吗？妈妈加个速就冲
过去了，
要不然又得等半天。
”
在一个十字路口，
骑着电动车的
母女俩刚想闯红灯，被正在执勤的“小警察”逮了个正着，
“阿
姨，您赶紧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9 月 18 日，在市第二小
学五楼会议室里，
一场《严防红线 安全出行》情景剧正在激情
上演，少先队员们时而凝神观赏，时而鼓掌加油，现场气氛非
常热烈。
这是该校六（5）班中队开展的“争做文明守护员 同心共
建文明城”
红领巾奖章——文明章争章活动主题中队会现场。
活动中，他们通过宣传文明城市“赛起来”、靓丽临汾风景线
“亮起来”、小小文明啄木鸟“做起来”、养成文明好习惯“演起
来”、文明环保小卫士“分起来”、文明家庭创意品“变起来”六
个篇章，展示了少先队员们积极参与学校“红领巾奖章”特色
文明章争章活动的各项内容，让队员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创
建文明城市，
要在细微之处见精神，
在举止之间显文明。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当天下午，
校鼓号队的同学们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拉开了
本次活动的帷幕。
两轮宣传文明城市的知识问答竞赛之后，队员们开始介
绍起临汾亮丽的风景线，
市区鼓楼北“临汾”
地标、财神楼步行
街、解放路立交桥等网红打卡地，
都成了队员们现场解说的素
材，
他们带大家领略了临汾美丽的街景文化。
《严防红线 安全出行》
《熊猫公交车奇遇》……少先队员
和家长表演的一幕幕情景剧将活动推向了高潮，他们用身边
发生的事为大家敲响了交通安全警钟，
文明出行植根于心。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巧手，将废
物巧利用……”
在小主持人的介绍下，
同学们走到台前将用废
弃纸箱、易拉罐等制作的工艺品进行了展示，
摇摆花、水晶球、
木桶、云朵灯等，
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博得了啧啧称赞。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自觉保护城市环境，自觉维护公共
秩序……”活动最后，所有同学举起右拳、面向队旗、庄严宣
誓，
他们决心做一个文明的宣传者、践行者，
从小事做起、从细
微处做起，
做一名小小文明守护员。

预防火灾安全常识、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火
灾中如何正确逃生……9 月 15 日，尧都区临钢小学
教育集团开展了消防安全教育演练活动。这堂生动
的安全实践课，让师生们学到更多的消防知识，进
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消防意识。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记者 摄

尧都区鼓楼西街街道党工委

开展送书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9 月 14 日，尧都区鼓
楼西街街道党工委开展了“百年
党史 书香传递”送图书进校园活
动，助力学生学党史、感党恩、跟
党走，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当天上午，该街道党工委的
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内的山西师范
大学实验中学，将《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国共产党简史》等红色
书籍捐赠给学校，让学生们从百
年党史中汲取成长和前行的力
量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传 承 红 色 基

我看

本报记者 郭秀婷

“为什么说‘中国梦’就是‘我的梦’？”
“梦
想如何才能成真？”9 月 16 日上午，市第一小学
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吴宪带着下发不久的《读
本》走进五（1）班教室，
上了新学期第一堂道德
与法治课。
吴宪为学生们详细解读了《读本》第
一讲“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的具体内涵。

课堂上，
吴宪从小学生眼中的“中国梦”
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大山深处的“老师妈
妈”
张桂梅圆了千名山村女孩的大学梦到为了
圆自己的职业梦而努力学习，
她用一段段视频
资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引出教材内容，并让
同学们结合自己的职业梦想来体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精髓，
学
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小学阶段的学习重在启蒙引导，我们通
过观看视频、讲故事等方式，让学生们知道中
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党，要坚定信念跟党走，将爱党爱国的
种子播种在孩子们的心底。
”
吴宪如是说。
课后，学生刘品皓和同学们交流学习感
受：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插图，
它给了我一种
神奇而强大的力量。
”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前辈
努力奋斗的故事，令我感动。”
“我会跟着老师
的步伐了解它、认识社会、掌握真理。
”
开好主题班队会
从本学期开始，
尧都区西关小学五年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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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各小学多形式学习《读本》
“我们国家的标志和象征是什么？”
“国旗、
国徽、国歌。”……9 月 17 日，尧都区时代风华
特色学校五（6）班正在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以下简称“《读
本》”
）第七讲《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老师张亚
明的话语刚落，
同学们便齐声回答。
《读本》是中小学本学期开始使用的教材，
开学半个多月了，师生们对《读本》的反响如
何？学得怎么样？连日来，
记者先后走进市第一
小学、尧都区西关小学、尧都区时代风华特色
学校等多所小学，
看到各校在上好道德与法治
课的同时，创新了主题演讲活动、绘制思维导
图、开设新闻直播厅等多种方式，
扎实推动《读
本》进校园、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

因。捐书之后，大家参观了学校图
书馆，对其中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党建书吧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次捐赠的党史书籍扩大了书吧
的图书储量，能更好地满足师生
们阅读需求。
今年以来，
鼓楼西街街道党工
委一直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为民践
承诺、
办实事，
此次送书进校园活动
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与辖区学校
的联系，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党爱
国激情，
而且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开学季，许多学校成立了班级、年级、校级三级家
长委员会，以此为桥梁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开放学校办学大门，密切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协
作，增进家校互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进一步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在笔者深入了解后发
现，不少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实则很有限，
诸如组织家长参观校园、满意度测评、进教室听课、开
会听家长建议之类的沟通与协作，多是蜻蜓点水、走
走形式、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家长们只能作一些外围
的建言献策，难以通过学校的决策体系进行参与和监
督，
无法体现家委会在学校办学中的独特价值。
本来，
中小学家委会是学校向社会开放的纽带，
也
是吸收和整合社会资源补强学校教育短板的重要载体，
每所学校理应把其办好用好。
而现实中，
许多学校或出
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作祟，或出于不愿生事的想
法，
家委会沦为
“摆设”
，
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此举导致
家长和社会人士对学校重大决策知之甚少，
不仅无形中
阻碍着广大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和监督权，
学校更容易固步自封，
影响办学质量。
其实，学校如果能把家长委员会真正利用起来，
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众所周知，家委会成员
都是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让家委会成员进入学校管
理层，群策群力参与学校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建设、管
理制度、教师配置等，不仅能增强学校民主管理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还可以更大程度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
持。同时，组织和引导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家长走进
校园，将乡风民俗、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疾病预防等
教育内容搬进课堂，向孩子们现身说法，开发独具匠
心的校本课程，变成特色教育的“家常菜”，不仅能促
使孩子“营养均衡”、全面发展，还能有效丰富和提升
学校教育的内涵。
现代学校制度追求的是民主开放、多元参与的办
学理念，
“ 敞开大门办教育”彰显的不仅是管理者、教
育者的办学智慧，更是一种人文情怀。因此，充分发挥
家委会作用，努力拓宽家校合作渠道，是现代学校做
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为 学 生 注 入 爱 党 爱 国“ 心 ”动 力

上好道德与法治课

小小文明啄木鸟“做起来
做起来”
”

家中，
送上鲜花，
看望慰问老师，
并送上祝福，
祝她早日康复。

把﹃家 长 委 员 会﹄作 用 发 挥 好

百家饭长大的。她恍然大悟，原来晓菲从小
就缺少教育引导，根本不知道啥是对错，还
以为别人的东西自己也可以拿。于是，她下
定决心，
一定要教育好这个女孩。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宝丽利用各种方式
教育晓菲。并发动同事为晓菲捐衣物，告诉
晓菲这是老师们对她的关爱；和同学们一
起演情景剧，让晓菲从中体会拿别人的东
西是不对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晓菲像变了一个人。
她爱上了学习，学会了跳舞，当上了学生会
的干部；她学会了说话，总是自信地站在很
多人面前发言；最重要的是，她再也不拿别
人的东西了，还主动帮助同学。记得在学习
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她突然站起来
告诉王宝丽：老师，你们就是挖井人，我们
就是吃水人。那一刻，王宝丽百感交集，晓
菲，
真的长大了，
懂事了。

中秋佳节期间，大宁县城关小学负责人带领相关人员走进患病老师

郭 璞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王宝丽常
说的一句话。她是听障 76 班班主任和语文
教师，班里有六个孩子，已经跟了她四年，
彼此间建立起母子般深厚的感情。她把孩
子们叫作“天使”，孩子们整天围着她转，什
么事都愿意和她分享。
晓菲是班里最懂事、成绩最好的孩子，
也是王宝丽的小助手，见到记者会主动叫
“阿姨”。就是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以前却
是学校出了名的
“野丫头”
。
还记得 2017 年 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
晓菲的爸爸把她送到学
校，
本应陪孩子适应一周，
可爸爸坚决地说：
“孩子能自理了，
不用陪，
我也没时间。
”
说完
就走了。晓菲没有哭，王宝丽的心却揪得很
紧。
为了避免孩子自卑和尴尬，
她打手势说：
“来，
老师帮你梳梳头。
”
晓菲脸红了一下，
转
过身去让老师帮她梳头。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学生来找王
宝丽，反映晓菲“野”，拿别人的东西不还，
拿了日用品和水果以后光明正大地用了或
吃了。还有一位家长直接找到政教处，说晓
菲拿了他孩子的床单……王宝丽把晓菲叫
到办公室问她为什么拿别人的东西，晓菲
却没有一点歉意地说“没有拿”。王宝丽把
晓菲带到宿舍，从晓菲柜子里翻出别人的
东西，指给晓菲问这是什么。晓菲的表情中
却表达出这样的意思，
“ 自己没有这些东
西，所以拿别人的。”王宝丽找来纸和笔，在
每样东西上面都贴上名字，告诉晓菲写的
谁的名字就是谁的，没写你的名字就不是
你的，你不能拿。晓菲犹豫了一下，点了点
头，
把东西按照贴的名字一一还回去……
回到办公室，王宝丽拨通了晓菲爸爸
的电话。原来，晓菲妈妈在孩子很小时就离
开了家，爸爸常年在外打工，晓菲跟着年迈
的奶奶生活，小时候成天在村里乱跑，是吃

同特点，因材施教，因势利导，让小演员们
生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未来发展得更
好。”这是王宝丽在《班主任工作案例》中说
的一段话。
班里的帅帅小时候做过先天性心脏手
术且天生眼睑狭小，从来没有上过学。上学
伊始，王宝丽先上网查阅了一些先天性心
脏手术后的注意事项，例如不要剧烈运动、
剧烈哭闹且保持大便通畅等，她一一记录
在案。接着，她向各科老师说明孩子情况，
并与孩子一起上体育、律动课，每天定时询
问孩子是否上厕所，保证孩子身体健康。针
对孩子天生眼睑狭小造成视野受限的情
况，她总会把课上知识、安全知识等在课下
再给孩子用手语讲解一遍。后来，班上转来
一个和帅帅一样做过先天性心脏手术的孩
子晓杰，她便将两个孩子分为一个小组，让
他俩一起学习、互相监督，例如不能剧烈运
动、同伴有事及时向老师汇报等。一段时间
后，两个孩子合作得越来越好，让老师省了
不少心。
班上还有两个转学来的孩子心雨和王
锐。心雨初来时上课无精打采、提不起劲
儿，王宝丽就暗暗观察他，发现该生爱查字
典，于是，她就把上新课之前解决生字新词
的任务交给心雨。汉字的奇妙很快吸引了
心雨，同一个字在不同句子中的意思激发
了他的学习兴趣。同样的，初入校的王锐自
理能力差、不与别人沟通，但却能用左手写
一手漂亮的字。王宝丽先把他写的字帖贴
到学习园地让同学们欣赏，接着趁热打铁
宣布王锐以后是班里的黑板报员，并让他
把出板报过程中不认识的字与心雨共同查
字典找出来。一年下来，两个孩子配合默
契，喜欢与同伴探讨问题，学习效果也越来
越好。
听障 76 班班风和谐，
成绩突出，
受到校
领导和同仁的肯定。王宝丽十分开心：
“这
六个小天使越看越顺眼，越长越可爱，不知
给我带来多少欢乐！”今年的教师节，她收
到了孩子们精心制作的贺卡，一句“老师，
辛苦了”
让她甜到了心底。
王宝丽告诉记者，今后她将继续以“四
有”好老师为标准，永葆一颗初心，勇担一
份使命，不放弃一个孩子，用爱照亮孩子们
前行的路，让残疾孩子和正常孩子一样健
康成长，让每一朵花儿都在阳光下幸福绽
放。
（注：
文中学生为化名）

班在讲好《读本》的同时，
还利用班队会开展了
主题演讲活动。
《梦 想 从 学 习 开 始》
《争 当 创 造 小 标
兵》……9 月 15 日下午，该校五（2）班老师霍杨
盼在班里开展了“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主题班
队会，
同学们道出了自己的职业梦想。
讲台上，
学生辛梦茹开始了绘声绘色地演
讲：
“《读本》的知识真多，
电视剧《西游记》中描述
的千里眼、
顺风耳、
呼风唤雨,都在电视、
电话和
人工降雨上实现了,从可望变成了可及。
所以说，
只要肯登攀，
我们的梦想也一定会实现……”
“我们学校通过开展演讲活动、
分享阅读感
受等方式，
进一步去感染和打动学生们。
”
该校
道德与法治课老师王红娟介绍，
“课堂之外，
《读
本》内容也成了老师们的热议话题，
学校教研组
多次组织教师开展研讨交流，
就如何利用身边
事例和红色资源教好《读本》内容进行了深层次
探讨，
这是一本好学、
好用、
有意义的教材。
”
画好思维导图
“我画的这张思维导图内容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它主要包括序言，总纲，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
徽，首都五个部分。它很薄，但很厚重……”9
月 17 日上午，在尧都区时代风华特色学校五
（6）班教室，
该班学生刘诗淼站到讲台前，
边拿
着自己画好的思维导图，
边与同学们分享其中
的内容。
这是该校开设的《读本》创新课的一个缩
影。本学期伊始，五年级的同学们便在老师的
指导下根据《读本》内容，采用手抄报的形式，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用手中的画笔绘
制出五颜六色的思维导图。
除此之外，
五（2）班
还结合自身特点，开设了新闻直播厅，同学们
利用视频＋解说的方式，拓展了《读本》内容，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奥运会、全运会等，弘扬
体育精神，
让同学们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五（8）
班的部分同学根据相关内容制作出卷卷画、折
纸等手工作品，
令人啧啧称赞。
“我们学校自建校以来，就非常重视学生
的德育教育。平时的道德与法治课、班队会都
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阵地。”该校校长李永
艳说，
“本学期，学校专门开辟了《读本》时间，
老师根据孩子们的接受能力，
对教材教学的顺
序进行了调整。我们充分利用《读本》教学，在
强化第一课堂的同时，大力开辟了第二课堂，
将金句上墙、绘制思维导图、开设新闻直播厅
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有机结合，
通过理得
清、看得懂，
直观形象的画面、通俗易懂的语言
吸引住孩子，
让他们把《读本》中的内容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从而达到铸魂育人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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