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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不改初心
—记长沙市第十五中学学科带头人刘铁华
——
本报记者 王燕
在长沙市第十五中学，没有人不认识一位名
叫“
铁哥”的老师。 铁哥本名刘铁华，是生物高级
教师、长沙市第十五中学教研组长、新高考特色
学科带头人。
走进长沙市第十五中学，在校园大道最醒目
的位置上挂着一张刘铁华辅导的学生参加生物奥
赛获奖的喜报：彭轩申、唐一忱获得 2017 年全国

建好了用来洗照片的暗室。 有人说他傻：“
你这样
劳命伤财是何苦呢？ 学校又不会奖励你。 ”他笑着
回答：“我教书育人不是为了奖励，看到孩子们喜
欢生物科技活动，我就开心。 ”
上世纪 90 年代，刘铁华知道了生物奥赛，他
便在每一届的高二学生中选拔一些奥赛生，给他
们提供奥赛参考书、自编竞赛习题练习。 虽然每

生物联赛三等奖，游尔希获得 2017 年全国生物联
赛省级一等奖，肖宇翔等三人获得省级二等奖。
取得这样的奥赛成绩，对于一所普通的省级
示范性高中学校来说实属不易。 是什么支撑着刘
铁华在生物奥赛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刘铁华说，

的奖，但是他仍然感到很满足。 由于他不懈的努
力，逐渐有学生获得省级三等奖。
2002 年 8 月，刘铁华调入长沙市十五中学工
作，在省城奥赛名师的指导下，刘铁华的奥赛辅

届的参赛结果不是很理想，只有几个市级或区级

导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学校没有专门的辅导场
地，也没有专门的辅导时间，他就利用节假日的

是对生物奥赛的喜爱，是对教育事业的初心。 而
这份心，这份爱可追溯到他在益阳农村学校工作
的那段日子。
1985 年 7 月，刘铁华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益阳县六中教书。 由于益阳县

时间为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上辅导课，而且不收
辅导费。
刘铁华不仅对生物奥赛痴心不改， 而且爱

六中地处碧云峰山脚下、鱼形山水库旁，所以他
常常组织学生去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带学生在
学校防空洞内栽种蘑菇、天麻。 学校所在地有一
个远近闻名的废品市场，他就利用课余时间指导
学生调查废品污染情况，以便向环保部门提供整

生如子。 他常常利用午休时间为学生释疑解惑，
时刻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去年 12 月的一个
晚自习， 学生傅钰熙在学校不慎扭伤了脚，刘
铁华二话不说就背着傅钰熙去医院就诊……第
二天，学校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号召老师们向他

改建议。
无心插柳柳成荫。 1988 年 2 月，他的学生殷

学习。
“
爱”字当头，“责”字为重。 刘铁华热爱教育，

毅做的“
废品污染源调查项目”获得了“湖南省第
15 届科技发明创造比赛” 二等奖；2001 年 4 月，
他的学生陈天奇获得“第六届湖南省青少年生物
与环境科学实践活动项目”三等奖……
“当时组织学生搞这些活动，学校并不提供
活动经费，也没有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全是我个
人的行为。 ”为了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提

他把整个身心都融进了对事业不懈的追求中。 他
热爱教师职业，爱校如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
学生身上，他辅导学生的时光超过了陪伴亲人的
时光。 他深知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是学校工作
构架的一根支柱，他以对人民的忠诚、对教育事
业的酷爱，以火热的心、无尽的爱、埋头的干、使
劲的拼，撑起了一片蓝天，留下了一串坚实脚印，

高自身生物教学水平， 他自掏腰包买了照相机、

谱写了动人篇章。

孟冬时节， 我们来到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科
学研究院， 有幸采访到了该
院的中学数学教研员李代
凤， 聆听了他一路经历的教
育故事。
研究有方
1984 年 9 月，20 岁的李
代凤从永顺师范学校毕业
后， 分配到龙山县洛塔中学
任教数学。 初上讲台，农村学
校的孩子数学知识基础差、
底子薄， 厌学现象也比较严
重。 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农村
教学的新路子， 成为了他的
当务之急。
挑灯夜战， 李代凤订阅
了大量的数学教学参考资
料，还经常向名师请教。 经过
三年的厚积薄发， 他终于在
实践中推出了自创的“六阶
段分步教学法”。 在自己的数
学课堂上， 学生们抢着答问
题， 不懂的知识和老师打破
砂锅问到底， 再也看不到老
师“一言堂”的习气，学生成
为了课堂的主人。 李代凤所任教班级的
数学成绩年年名列该县前列。
担任该自治州教育科学研究院中
学数学教研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学生中，
平面几何相关知识困扰着不少学生。 为
此，李代凤创造性地引进了
“
基本图形分
析法”， 把平面几何有关知识编印成 20
多个基本图形进行教学， 使学生识图能
力得到提升，成绩也不断提升。
教育有法
1990 年，小有名气的李代凤凭借过
硬的课堂教学能力，调入了龙山县第二
中学。 当时班里一位名叫周文好（化名）
的学生经常违反班级纪律， 是典型的
“刺头”学生。 一天，周文好怀疑值日干
部办事不公，把班务日志和思想品德记
分册撕碎了，还怒气冲冲地反映值日干
部对自己不公正的“
待遇”。 李代凤通过
调查发现，原来周文好上课前讲了不文
明的话， 刚好被值日干部抓了个正着。
接下来的日子，李代凤多次找他单独谈
话、拉家常，形成了“朋友般”的师生关
系。 当掌握了一定“火候”后，李代凤分
析他的错误行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周文好同学的心理防线被不断“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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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班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主动复制了思想品德记分册并
购买了班务日志。
在 1991 年至 2000 年的十
年间，李代凤先后让 150 余名后
进生纠正了学习习惯差、调皮捣
蛋等陋习， 并养成了良好的学
习、行为习惯。 他多次被评为学
校“优秀班主任”、自治州“优秀
通
班主任”。
讯
员
上课有范
李代凤认为，作为一位数学
向
碧
教研员，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基本
波
功，能为基层数学教师上好示范
王
课， 从而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维
春
2017 年， 李代凤来到吉首市最
偏远的太平希望学校、 排吼学
校，为教师们上了一堂示范研讨
课《轴对称》。他将新课改理念落
实到课堂教学中，注重数学与生
活的联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
展，特别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教
学的深度融合。同年 12 月，李代
凤又组织该自治州数学教师代
表 60 多人， 在吉首市矮寨中学
举行了“
信息技术与数学课堂教
学深度融合教学研讨”活动。 在会上，他
上台讲课，阐述了信息技术在数学学科
教育中的重要性，倡导教师要善于运用
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
在龙山县靛房九年制学校，李代凤
和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就是在拉家常，一
个个被认为是“拦路虎”的问题，在谈
笑间就被攻克。 泸溪县浦市镇、花垣县
团结镇、 龙山县里耶镇……都有着李
代凤送教、送研下乡的身影。 他在基层
给教师上示范课，为他们带去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不断提高了基层教师的教
学技能。
李代凤默默地在讲台上耕耘三十
多年，二次被评为湖南省中学数学教育
教学科研先进个人； 三次被评为全国
初、高中课改“优秀实验教研员”；先后
出版了《初中数学拓展教学》《中学数学
有效教学探索》等 11 部优秀教育著述；
主持的湖南省“十二五”规划课题——
—
“少数民族地区中学数学课堂有效教学
研究”， 获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荣获全国初、高中课改“优秀实验教
研员”等 34 个奖项；近日又被授予“湖
南省特级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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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名学生都有灵光一闪的时刻
—
—— 浅 谈 如 何 进 行 小 学 班 级 管 理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乡明德小学 陶雁成
作为一名教师, 工作时我会尽量抽点时
间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从中去了解他们的喜
怒哀乐，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并给予鼓励，让他
们明白身处逆境， 遭遇生活的打击也绝不能
放弃。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些糟糕的事
情，暴风雨过后，终会见到彩虹。 这，才是我们
培养学生能力的根本目的。
一、班级管理的背景

本人 2011 年参加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就
被分配到本地一所郊区学校支教， 并且我很
荣幸地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兼班主任。 在这几
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我学习到了许多知识，同
时也意识到了班主任工作管理方法的重要
性。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挑战极限”，近年来，
这个词汇颇为流行， 其本意则是最大限度地
展示和发掘人们心理和生理的潜力， 对于管
理学生来说是最耐人寻味的。
不是每一名学生都能达到“挑战极限”的
水平，其实他们都有“
挑战极限”的潜质。 叶圣
陶说：“我如果当小学老师， 我将特别注意养
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挑战其极限”。 我想“教
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

写成宏大的著作； 可是粗浅地说， 养成好习
惯，挑战极限一句话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无论
怎样的好行为，如果只是一两回的表演，而不
能成为习惯那也是无用的； 无论怎样有价值
的知识， 如果只在口头说说， 而不能彻底消
化，举一反三，那也是难以融会贯通的。 因此
培养学生目的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 挑战学
生极限的话， 这样才可以让学生有长期的进
步与提高。
二、班级管理的意义

担任过班主任的同行们都有一个共识：
要管理好一个班，不怕有后进生，就怕没有得
力的班干部。 一个好的班干部核心一旦形成，
就能使松散的班级变成团结、奋进的集体，班
主任也自然会从繁杂的琐事中解脱出来，更
有利于集中精力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如果学
生具备了“主人翁”的精神，那他们会自觉乐
意地组织每一次班级活动， 维持班上的好风
气，想方设法帮助后进生。 这是学生干部工作
热情的源泉， 会从兴趣上升为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感。 如果教师善于培养、保持、发展这
种学生责任， 他们的责任感将由对一个班集

体发展升华到对社会、对整个祖国。 这才是教
师培养学生的自制能力的根本出发点。
三、阐述班级管理的理念

叶圣陶曾说：“教育是培养习惯。 而素质
教育必须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 作为教师我
觉得，必须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
一味地加以指责。 班级管理不应该是“法治”
管理，应该还原“
主人翁”管理方式为主。 让学
生形成自我约束的习惯， 这样既可带动整个
班级的学习氛围， 又可促进本班后进生的转
化，以集体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其效
果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班主任与学
生的沟通应充满人情味， 懂得帮助、 引导他
们。 我班上有一位肖同学，个性沉默而且经常
在外打架。 在一次语文课上，我请肖同学上台
表演课文的旁白， 因得到了我和同学们的一
致夸奖，他的小脸兴奋得像花儿一样灿烂。 下
课后，我特意请他过来给我帮忙并与他谈心，
希望可以进一步地提高他的学习积极性。 不
知不觉中， 这个小男孩上课格外认真听讲起
来， 还主动要求参加班集的各项活动， 渐渐
地，再也没听到他出去打架的消息了，下课他

就喜欢过来找我聊天， 每天主动向老师问好，
在家也不沉默少言了，经常给奶奶讲学校里发
生的故事，还帮忙做家务事。 这一个原本就很
聪明的孩子，就因为老师多一份的关心，而激
励他积极参与到班级活动与学习中来，我感到
非常欣慰。对待调皮的学生，多一些理解、信任
和宽容，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只要我们愿
意引导、帮助他们，把每个学生都看作是有价
值的、独特的孩子，并引导他们正确地自我发
展，相信他们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样师生才
能协调好、沟通好，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差生。
班主任对待学生，就像是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 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教师必须
弄清楚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确定行之有效的
对策。 我相信，班级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组
织单位， 而班主任则是全班学生的引导者、组
织者和教育者。班主任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
教育教学的质量，影响着未来人才的素质。 一
个真心向善的念头，是最罕有的奇迹。 而让奇
迹陨灭的，不是错误，而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
谅与信任的心。让老师们都有一颗善于发现的
心，让每位学生都有灵光一闪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