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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学生们“最喜爱的天中教师”
郭靖

人物：

，广州天河中学高中部数学老师，天河区“工匠杯”一等奖得主。

“
高中数学并不难， 大家要有信心
学好，学习数学是靠
‘
玩’的。 ”这是广州
市天河中学高中数学老师郭靖经常跟
学生说的一句话。 她的课堂风格轻松活
泼，让学生摆脱对数学的恐惧。 同时，她
专业知识扎实，讲解细致到位，让很多
对数学“望而止步”的孩子克服学习障
碍， 在高考数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凭借优异的教学成绩和出色的业务能
力，郭靖斩获多项教学奖项，更被学生
投票选为
“
我最喜爱的天中教师”。

女生一直不开心。 高三这年，刚好妹妹
上幼儿园，妈妈的重心基本放在妹妹身
上，本来学习压力很大的她，心情更加
焦虑，更没法专心上课了。
郭靖了解情况后常常鼓励这名女
生，陪她聊人生、谈理想。 高考快到了，
女生仍无法回来上课，郭靖在最繁忙的
高考冲刺阶段仍抽出时间给她进行远
程辅导。 女生深受感动，重拾信心投入
复习，最终高考数学取得了 128 分的好
成绩。

“
成绩不重要，态度最重要”

“
数学不可怕，可以很好玩”

除了当数学老师，郭靖同时还担任
毕业班班主任的工作。“
对学生，除了不
陪他们吃饭睡觉，其他事情都要操心。 ”
郭靖笑着说，尤其是带毕业班，高考是
孩子们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节点，关系到
他们以后的前途。
学生考试没考好， 郭靖从不责怪。
“成绩不重要，态度最重要。 ”她一直鼓
励学生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 当学生的
成绩有所下滑的时候，郭靖总会想办法
帮助学生解决困难。
以前班上有一名女生，初中数学成
绩很好，但到了高中，数学成绩却一直
下降。 高三的时候，她一度休病假不来
上学，缺了很多课。 高考在即，郭靖急在
心里。 后来，她去学生家里家访，得知该
女生的妈妈在她初三的时候生了妹妹，

上课轻松活泼， 讲解细致到位，这
数学不可怕，
是学生们对郭靖的评价。“
可以很好玩。 ”她的讲课理念就是教孩
子们“怎么玩数学”。 她独特的教学风
格，让学生成了她的
“
粉丝”。“
很多学生
特别愿意跟我探讨问题。 ”郭靖说，上一
届毕业班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她的
教学风格， 课上课后都喜欢跟她交流，
在数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高考考出
了 144 分的好成绩。 郭靖一直认同“亲
其师，信其道”的理念，也很高兴学生愿
意与她亲近，对她教学理念的认可是她
前进的最大动力。

“
读学生来信，既高兴也感动”
不光教学风格获得学生的喜爱，郭

平易近人的郭
靖课堂风格轻松活
泼， 学生们都喜欢
她。
受 访 者供 图

靖的教学成绩也得到教育界的认可。 从
业多年，郭靖获得的奖项不计其数。 她
曾获得广州市天河区普通高中毕业班
工作先进工作者、天河区第四批基础教
育骨干教师、奥林匹克二级教练员等光
荣称号。 最近她经过笔试和说课面试，
获得天河区“工匠杯”高中数学组一等
奖第一名，荣获
“
羊城工匠金奖”称号。
教学理念获得认可让她感到高兴，
而学生对她的认可则让她感动到流泪。

她收到过毕业多年的学生给她的来信，
信中感激她当年的教育之恩。“读到曾
经的学生的来信，我每次都既高兴也感
动。 ”
今年的高考即将到来，郭靖希望学
生们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有一点紧
张，有一点期待，有一点兴奋，有十分的
自信。 用这样的心态进考场， 逢考必
胜。 ”
信息 时 报 记者 刘 展 萍 实 习 生 周月

与学生“共情”，收获感动信赖
陈艳丽

人物：

，天河中学高中部生物教师，获 2018 年天河区“工匠杯”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

每天上课前或者下课后，陈艳丽都
会给班里的学生每人一个拥抱，这是天
河中学高三（14）班的
“
独家程序”。
“学生们不管当时心情如何， 走到
你面前的时候，都是满脸微笑地把头紧
紧靠着你……”陈艳丽说，每天和学生
拥抱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高三学生面临
高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陈艳丽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 给学生传递鼓励和温
暖。“
老师懂得学生，理解学生在求学道
路上的辛苦与压力，与他们共情，对学
生来说就是一种支持。 ”

理解学生，她走进了学生的心里

陈艳丽认为，教育 不 是给 予 学 生什
么，而 是走 进学生的 心里 相 互 感动 。
受访 者 供 图

2010年，大学毕业后的陈艳丽在山
西一所高中任教生物开始自己的教学
生涯，2018年8月转入天河中学高中部
担任生物教师。 因有多年的教研组长经
历和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初到广州的
陈艳丽接到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刚到天河中学， 我被告知要担任
高三（14）班的班主任。”陈艳丽回忆。恰
逢天河区全面实行高中小班化教学，部
分班级需要拆分调整，高三（14）班就是
其中一个。 离开了原本亲密的同学，同
时面临着高三的巨大压力，班里不少学
生出现沉默寡言、精神紧绷等诸多不适
应。
为了尽快调节好学生的状态，陈艳
丽利用课余时间积极跟学生交流沟通，

及时了解他们的情绪动态和学习情况。
“
在学生面前，我会做一个倾听者，静静
听他们倾诉， 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给
一些安慰和建议。 ”在陈艳丽看来，教育
不是给予学生什么，而是走进学生的心
里，用一颗心去碰撞另一颗心，用一颗
心去感化另一颗心。
师生间的信任随着一次次的沟通
慢慢建立起来。 一个学期过后，陈艳丽
发现，原本松散的班级变得团结。 此外，
班上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学生变得活
泼开朗起来，成绩在不断进步；另一个
平时沉默寡言的男生，变得主动关心起
身边的人来，冬天的时候还贴心地给值
班老师送去暖手袋……这些变化让陈
艳丽欣慰而感动。

不读
“
死书”，教学生巧记知识点
除了班主任，陈艳丽还是优秀的生
物科老师， 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生物属于理科中的‘文科’，要记的东
西很多，调动学生的思维很关键。 ”在实
际教学中，陈艳丽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举
一反三的能力， 让生物知识走进生活，
而不是死记硬背。
在高中生物知识体系中， 有很多
抽象、 不易理解的理论和概念。 在课
堂上， 陈艳丽时常启发学生思考生活
中的现象： 上完体育课以后， 为什么
有的同学会腰酸背痛？ 我们每天吃的

饭菜中， 哪些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
应该如何科学地减肥等。 她将日常生
活与 课 堂 知识 紧 密 相连 ， 寓 教 于 乐 ，
寓教于生活， 让学生学起来得心应手。
课后， 陈艳丽强调温故而知新， 针对
课堂内容， 让学生罗列知识清单， 巩
固所学内容， 及时解决遗留问题。 独
特的教学风格， 愉快的课堂氛围，充分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百日誓师，学生们收获特别礼物
今年2月27日， 天河中学举行了隆
重的高三百日誓师大会。 作为班主任，
陈艳丽为每位学生准备了特别的礼
物——
—一个“福袋”， 里面装着一颗橙
子、一条红绳、一 块 巧克 力 、一 根棒 棒
糖、一封来自家长的家书，还有一张她
亲手写的鼓励字条。 陈艳丽告诉记者，
橙子有
“
成功”的寓意，红绳是希望给学
生们带来幸运，巧克力是祝贺成绩有进
步的同学苦尽甘来， 棒棒糖是告诉学
生：
“
你们都是棒棒的”。
虽然教过好几届高三毕业班，但这
次是陈艳丽第一次以班主任的身份带
领学生步入高考考场。 问起对学生未来
的寄语， 陈艳丽说：“我想告诉我的学
生，高考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次真
正的开始，以后的路很长。 梦想在前，要
学会默默耕耘，静待花开。 ”
信息 时 报记 者 曾 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