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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教学过程包括习作指导和习作
讲评两大环节。 现行的做法是，讲评课结
束了，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 其实，习作
讲评课结束后，教师还可以大有所为。

一、 教师要反思自己的习作教学过
程。 反思的过程， 是教师反省提高的过
程。 反思，是为了让下一次习作教学做得
更好。 学生习作的整体效果是检验习作
指导的“晴雨表”，一次习作教学活动结
束了，总会暴露一些问题。 教师要对照习
作教学目标，比照学生习作状况，深入思
考。 教师要思考习作指导还可以怎么优
化，习作讲评还应该如何增强针对性；教
学中哪些方面是成功的， 还有什么教训
值得吸取； 尤其是习作中反映出的典型
问题，还要想办法补救和解决。 教师不仅
仅要反思自己的“教”，还要反思学生的

“学”，比如学生的习作过程、学生自评互
评的情况等。 分析学生的习作情况，就可
以查找出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这样

做，今后的习作教学就会少走弯道，提高
效率。

二、 教师要督促学生再次修改习
作。 习作讲评课是习作的再指导，而且效
果可能比习作指导课的效果还要好。 通
过教师讲评后，学生一定会有所发现、有
所收获。 在讲评后再次修改习作、再次作
文，就能将习作讲评落到实处，也才会有
效果。 再次修改、再次作文的过程，实际
是学生对所得所获的消化过程， 也是在
教师指导下对习作反映出的问题的校
正，只有再次修改、再次作文，才能使学
生的习作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

有很多教师在讲评课结束时都布置
了再次修改习作的任务， 但课后没有督

促检查，让再次修改、再次作文成了空头
支票，没得到落实，巩固讲评课的效果就
无从谈起。

三、教师要重视习作后的交流、展示。
这是在习作修改定型后必须要进行的重
点环节。教师要提供给学生交流展示的舞
台， 要多创造一些学生习作交流的机会。
我有个观点，与其让学生欣赏书店购买的
作文选、作文集，不如鼓励学生欣赏本班
同学的优秀习作。那些优秀作文选集都是

“加工”过的，超出了学生的实际；而同班
同学的优秀习作更有榜样效应，对学生的
激励、借鉴、启发作用会更大。

交流、展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创办
“优秀习作园地”，把习作贴在教室里，让

大家欣赏；编辑“班级作文报”，放手让学
生自己去当“小编辑”，小组合作也行；还
可以让学生家长参与， 如回家以后读给
爸爸妈妈听、让家长评价习作等等，使学
生获得来自家庭的动力， 让家长也分享
学生习作的快乐； 还可以推荐优秀习作
投稿，在报刊杂志发表。 交流和展示的目
的在于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到习作是一种
交际的工具，是生活的需要，它不是应付
老师的任务。 与此同时，习作交流中所产
生的成就感， 也将极大地鼓舞学生习作
的兴趣和自信。

四、教师要有资源意识。 一次习作活
动后，收集有代表性的学生习作，保存下
来，那将是很有价值的教学资源。 优秀习
作当然要保留， 写得不怎么样的习作也
要保存，尤其是带典型问题的习作。 这些
学生习作， 既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学
研究有帮助， 也可为下届学生做“下水
文”，那是不可多得的教学资源。

习作讲评课后教师还可以这样做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 任平

立足三尺讲台，塑造无悔人生
———记衡阳市第九中学优秀教师宾燕芝

刘云

“自毕业后选择教师这一
职业， 我在时间的雕刻下已消
失了昔日那分明的棱角， 溶解
了往日几许青春的冲动； 渐渐
明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
真正含义， 教师这一职业实为
一种奉献，一种牺牲，奉献我们
的青春，牺牲我们伟大的志向，
同时懂得什么是责任和使命。 ”
说起自己的教学生涯， 武冈市
思源实验学校的邓军老师脸上
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邓军 1997 年走上讲台，
22 年来一直扎根在教学一线，
从年少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结婚
生子，无论身份角色如何改变，
邓军始终认为自己人生中最重
要的角色是教师。 他努力钻研

教材，醉心教改，一路走来，硕果累累，多次获得
市教育教学先进个人、市优秀教研员等荣誉。

从教英语 22 年以来，邓老师任何时候都能
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育教学工作。 在教学能力
上，他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合
理运用到教学实际中，“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一
直是邓军老师的信念和宗旨，为此，他认认真真
地备课，扎扎实实地钻研，精心设计课堂内容，
合理安排讲授步骤， 准确地把握每一堂课的重
点和难点，做到了有准备地去上课。 面对基础薄
弱的学生，他精雕细琢，巧妙演绎，获得了同行
的一致好评。

“邓老师是我的再生父母！ ”他的学生王琼
在电话里动情地说，王琼的父亲失踪多年，随母
亲生活，家境贫困，虽成绩优异，但无钱读书，当
时一度准备辍学，邓老师了解其情况后，牵头联
合学校多名教师资助其完成了学业。 薪火相传，
如今的她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他的学生张佳的父亲因车祸去世， 母亲改
嫁，家庭的变故，导致他的成绩一落千丈，邓老
师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 帮助他从困境中走出
来，现已大学毕业，并走上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岗
位，“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佳同学对
邓老师的培育感激有加。

2012 年，邓老师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大病，不
得已赴湘雅附二住院治疗长达半年之久， 因牵
挂着自己的学生，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就奔赴自
己的工作岗位，毅然回到了自己学生的身边。

这只是邓军教育生涯中的几个小插曲，受
过他帮助和爱护的学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但
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在我的成长历程中，
受到了很多老师、长辈的关爱和帮助，现在我也
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 ”像上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他曾经的同行告
诉我们，邓军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蜡烛，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

燃
烧
自
己

照
亮
别
人

—
——
记
武
冈
市
思
源
实
验
学
校
教
师
邓
军

向
国
仕
王
华
容

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打了 23 个
春秋的宾燕芝老师，23 年如一日，以
校为家，爱生如子，一直奋战在教学
第一线，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
了孩子们，忠实地履行着一个教师的
神圣职责。

严谨治学，精心育人
她认真备课，备学生，备教材教

法， 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实际设计
课的类型， 拟定采用合理的教学方
法， 并对教学过程的程序及时间安
排作了详细的记录， 认真写好每个
教案，每一课都做到有备而来，课后
及时总结，坚持写课后记；课堂与讲
解清晰，有条理，表情丰富，语言生
动，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充分调动
学生学数学的积极性， 学生学得容
易，学得轻松，学得愉快，教学效果
显著。 23 班刘峰、贺健、陈素一等一
大批学生小学数学基础不好， 进入
初中以后非常喜欢学数学， 数学成
绩突飞猛进， 尤其是贺健等同学考

上了市八中，学生、家长对她的工作
交口称赞。

辛勤耕耘 关爱学生
她毕业 23 载， 却担任班主任 21

年，带过九届毕业班。 作为一名教师，
尤其是班主任，她用全部的爱去关心
照顾学生，既关心他们的生活，又关
心他们的健康， 还教会他们怎样做
人。 1997 年 9 月，她刚从茶山中学调
入实验中学，担任 23 班班主任，工作
热情非常高。她每天早晨 7:00 之前就
到校，为学生开窗通风，遇到天冷或
天热的时候还得关心同学们的衣服
穿得是否合适， 早上是否都吃过早
餐， 学生生病第一时间带去看病，家
长感激，学生感动。下午 5:30 放学后，
她亲自带领同学们搞好教室及公共
区的卫生，利用下班时间对作业错误
较多、上课没听懂的学生留校个别指
导，直到他们弄懂，最后一个学生离
校后，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一
分耕耘， 一分收获，23 班在宾老师的

带领下学风好班风正，中考取得了年
级第一的好成绩，贺琼、李双、刘卉、
贺健等多名学生考入了市八中、市一
中，学生、家长、学校给予了她高度评
价。

追求进步，乐于挑战
在从事教学工作过程中，为了自

身的不段进步，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跟上时代步伐，她积极参加各项教研
活动。 曾代表衡阳市参加湖南省骨干
班主任培训，数学教学比武多次获得
市一等奖，辅导陆琛、熊霞等多个学
生获得数学竞赛一等奖，积极参加课
题研究，2006 年被评为衡阳市实验中
学“十佳老师”称号，年度考核多次被
评为优秀，在湖南省《初中生》杂志上
发表论文 6 篇，在《教育科学》上发表
论文一篇，因工作突出曾受到市教育
局嘉奖，荣立三等功。

宾老师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困
难面前不低头，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
献，她离不开孩子，离不开她的事业，
今年九月调入衡阳市第九中学，学校
领导安排她当班主任，她回答说：“到
九中来就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非常
乐意接受新的挑战！ ”这就是宾燕芝
老师———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

王华容， 武冈市原安乐乡紫甸完
小的一名普通教师， 略显瘦小的她扎
根农村教育至今已有 20余个年头。岁
月的洗礼，风霜的历练，并没有改变她
对教育的一片激情。“只要一站到讲台
上，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每当谈起
自己的教学生涯， 这位身板单薄的老
师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总能
让人感受到她对教育的激情。

教师角色深入人心
自师范学校毕业， 王华容与三尺

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论身份角色
如何改变， 王华容始终提醒自己人生
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教师。 20 余年以
来，她努力钻研教材，醉心教改，一路
走来， 硕果累累，2001 年获得了中心
学校授予的“师德标兵”称号，2003 年
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在教学毕业班
时成绩出色，多次被评为“市教育教学
先进个人”。 2017年获得了“全国素质
教育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在教研
中，多篇论文获省、市级奖励，优秀的

教研成果还在《中国教师》和《散文百
家》刊物上进行了发表。 2010 年参与
研究的课题《新课程教学下实验教学
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获省一等奖。

示范课堂精彩纷呈
从教 20 多年以来， 王华容爱岗

不择岗，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满腔热情
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 2019 年 4 月在
武冈市教育局推广的“名师周”活动
中， 王华容组织本校老师积极参与，
与同仁们同心同德出色地完成了学
校领导交给的任务，紫甸小学的“名
师周”成果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赞
赏和认可。 在活动期间王华容老师更
是跨学科、跨年级参与听课、评课、说
课等，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艺术，
执教的“名师周”示范课获特等奖。 她
在接待外校老师时耐心、细致、热情
的表现，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

教学效果有目共睹
在历年的教学中，王华容对学生

始终严而有度， 用爱与学生沟通，帮

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对待后
进生更是倍加关爱，用爱心去发现其
闪光点；鼓励孩子们勇于表现，增强
他们的自信心。 在教学上，她具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合理
运用到教学实际中。 王华容老师认真
备课，扎实钻研，从学生理解的角度
设计课堂内容，帮助学生真正理解每
一堂课的重点和难点，使学生学会知
识，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 认真钻
研教材、教法、以幽默的语言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为数学课涂抹上缤
纷色彩，焕发出迷人的风采，学生们
都亲切的称呼她为“趣王老师”。 种种
辛劳，皆有所得，2010 年、2018 年她送
教下乡的成果展示课均获该市一等
奖；2010 年、2019 年她参加的市教学
比武均获一等奖； 教学录像课比赛、
自制课件评比等也多次获奖。

“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当一名教
师是我孩提时的梦想，如今，我也站在
这片梦想的讲台上！ ”王老师如此说，

“以前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将老师
比作春蚕，现在的我总算明白了，原来
只有热爱这三尺讲台， 才会一直在讲
台上站下去，直到站不动，方休。 ”

愿为春蚕 至死方休
———记武冈市原安乐乡紫甸完小教师王华容

邓军 向国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