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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

人物：

黄玮

，广州中学初中数学教

师，曾被评为天河区优秀教师，天河区初

中教育质量绩效评估先进工作者

他用“魅力”让学生喜欢上数学他用“魅力”让学生喜欢上数学

在自己的成长路上，黄玮遇到了

一位又一位优秀的老师，从小就想当

老师的他怀揣着这份教育情怀逐梦

三尺讲台，“我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

人，用自己的光和热去培育一批又一

批的学生。 ”

2010 年大学毕业，黄玮来到了广

州中学

（原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任

教。 从教十年，他一直热爱着教师这

份职业，虽然有苦有累，但同时也有

快乐、有成长、有收获，自己的初心未

改，那份热爱也从未减退。 黄玮认为，

一个好老师应该要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用爱、

用真心、用真诚拉近距离、

滋润孩子们的心田，能

坚守内心的信仰与初

心，专注、坚持，精益求

精。 在这十年的教学

生涯里，他带着学生一

起成长追梦，成为了学

生成长道路上的一缕

光。

成为有魅力的教师，

让学生喜欢上数学

黄玮热爱数学， 也热爱讲数学，

基于这种热爱，他将自己的全身心都

投入到数学的教育事业之中。“数学

源于生活，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

必不可少的工具，为其他科学提供了

语言、思想和方法，是一切重大技术

发展的基础，学生通过学习数学最重

要的不是具体掌握计算或者解方程

的能力，而是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培

养起来的逻辑思维能力、 推理能力、

抽象能力、创造力等各方面的能力。 ”

黄玮说。

黄玮认为，对于学生来说，一个

老师的人格影响力非常大，如果学生

能喜欢这个老师，那他们也会更容易

喜欢上这门学科，“爱好广泛且各种

知识和信息涉猎很广的老师会更容

易和学生们有共同话题，这样就会更

容易让孩子愿意亲近你，这样的老师

才是立体的、生动的、有魅力的。 ”

因为数学与各个学科都有着紧

密的联系，所以在他的课堂上，经常

都会出现其他学科的内容，这样一方

面能通过实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知识，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进一步

体会到数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 另

外，他在教学上经常采用“变式教学

法”，并运用一条主线串起知识，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维与能力，“这样既能

减轻学生的负担，又能让学生的知识

体系更有条理更加完善，学生学得轻

松了自然也就更喜欢数学了。 ”

允许学生犯错，尊重每一位学生

从教十年来， 黄玮一直担任着

班主任的工作， 他与学生是师生更

是朋友。 亲切温和的他在课堂上侃

侃而谈、 风趣幽默， 不少学生在课

后都会来找他聊天， 在生活中遇到

什么困惑也都愿意向他倾诉。 虽然

他带班的风格相对比较宽松灵活，

但是在需要严肃的时候还是会很严

肃， 自己在心中会“拿捏好分寸”。

在大多时候， 黄玮会给学生自

由发挥的空间， “我会选择信任学

生， 很多事情引导和鼓励他们大胆

去做， 并且允许犯错， 而我则会提

前做好应急预案， 这样哪怕他们没

做好也能补救回来。 同时， 尊重、

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 做班主任要

有同理心， 要能换位思考、 将心比

心。”

在黄玮看来， 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 能以数学的名义陪伴孩子们

的青春岁月，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用心浇灌学生成长的黄玮在十年的

教学生涯里收获了无数感动的瞬间。

每当看到孩子们的一点一滴的成长

和进步， 每当看到学生们真心满满

的问候， 每当有家长对自己的工作

表示感谢与认可， 每当毕业多年的

学生还回到学校来看自己， 每当毕

业典礼时一群学生跑过来与自己拥

抱……这些都让黄玮感觉到深深的

满足与感动， 感觉到一切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黄玮。

受访者供图

人物：

潘伟欣

，林和街道办安监中队安全生产监督专员

他用行动守护社会安全发展红线他用行动守护社会安全发展红线

林和街安监中队作为企业安全生

产的守护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 他们挺身而出， 一手抓疫情

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日夜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 正是这一群“全能战

士” 的不分昼夜、 风雨无阻， 舍小家

顾大家， 牢牢构筑林和街企业防控疫

情的坚实防线。

潘伟欣是林和街道办安监中队的

一名安全生产监督专员， 疫情防控阻

击战冲锋号吹响以后， 他放弃了与家

人的春节团聚， 义无反顾奔赴抗击疫

情第一线， 投入应急值班值守一线岗

位， 毫无怨言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安

排， 体现了“若有战、 召必回、 战必

胜” 的忠诚与担当。

与时间赛跑， 紧盯企业复产复工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辖区企

业陆续复产复工， 人员返程， 聚集办

公， 疫情防控工作迎来了新的考验。

面对疫情的严峻考验， 他日夜奔波于

街道辖内重点企业、 商业楼宇、 生产

经营场所进行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检查。 一方面加强对疫情防控

期间停工企业的巡查管控； 另一方面

加强对复产复工企业的安全检查和服

务， 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两个主体责任， 严格进行复工复产

审批备案， 做好人员排查、 企业消毒

和安全检查等，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

手抓安全生产， 切实做到先安全、 再

生产， 不安全、 不生产。

日常检查时， 他认真严格， 不放

过每一处细节， 总会反复叮嘱企业负

责人， 一定要全面落实各类防疫措施；

而当企业提出无法及时购置防疫物资

等困难时， 他又会热情地帮助企业联

系购买渠道； 对于疫情工作中各类数

据， 他更是严格把控， 尤其是企业上

报的返穗隔离人员， 先电话联系， 再

实地走访， 他用热忱与汗水践行着安

监人在防疫战中的初心与责任。

以实际行动守护社会安全发展

红线

当发现辖区内某小区住宅存有

“住改商” 的情况， 他立即行动开展联

合检查， 针对该住宅小区大厦多年存

在非法“住改商” 违法行为， 以及无

证经营商户、 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进

行严厉核查整治打击。 同时， 对于大

厦消防通道有堆放杂物， 存在安全隐

患， 影响居家环境等现象， 现场督促

物业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积极

配合、 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作出整改，

消除隐患， 并加强对安全生产、 消防

安全等政策法规的宣传等工作。 作为

社会和企业安全发展的护卫者， 他在

自己的岗位上以安全为己任， 为了一

方平安， 坚守奉献、 付出辛

劳， 以实际行动守护着社会

安全发展红线。

他是千千万万疫

情防控一线人员的缩

影， 没有惊天动

地的壮举， 没有

轰轰烈烈的贡献，

但他凭着一腔热

血， 履行着自己

的使命， 在日复

一日的平凡工作

中辛勤付出， 舍

小家 ， 顾大家 ，

众志成城， 在疫

情阻击战中筑起

一道坚实的安全

防线。 潘伟欣说，

作为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 他会继

续在本职工作岗位上

勤勤恳恳， 尽职尽责，

以新的面貌、 更加积

极主动的态度去迎接挑

战， 在岗位上发挥更大

的作用， 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潘伟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