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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如兰，香远益清。

一身粉尘，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几

度春秋。她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忙忙碌

碌奉献自己，累并快乐着。无论是站在

讲台上侃侃而谈，还是伏案备课改卷，她

的身影都是学生心里最为美好，也是最

值得珍藏的画面。

从教28年来，她一直以高标准要求

自己，坚持深入教学一线，以饱满的热

情、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平凡的岗位上不

懈奋斗。她是师德优良、同事敬佩、学生

爱戴、家长称赞的优秀教师。她就是中

小学高级教师、邵阳市骨干教师——新

宁县思源实验学校的邓春艳。

立志教育事业，化作春泥更护花
邓春艳1992年参加工作，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始终如一地教书育人，激情

满怀地无私奉献。

当她填报师范学校那一天起，就立

志要做一名像父亲那样受人尊敬的好老

师。在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她热爱

自己的工作，站在神圣的讲台上，她从不

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无论什么困难都不

曾动摇过这颗育人的拳拳之心。

记得那时，她的父亲突然脑血栓紧

急送往长沙治疗，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工

作，最后是她的爱人请假代她去守护。

当父亲病危消息传来时，电话一端的她

听到上课铃声响起，擦干眼泪走上讲台，

最终，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

病逝，令她悲痛不已，泪如雨下，她真正

体会到了忠孝不能两全，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滋味。

2009年4月底，由于教学劳累过度，

邓春艳冠心病犯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本来医生要求她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月，

但是心系学生的她，在 3 天后便坚持选

择上午输液下午又去学校坚守讲台。用

一腔忘我的奉献精神，支撑着学子的梦

想，坚持把学生送到毕业。由于经常辛

苦工作，2014年3月份起她整宿失眠，可

她没有请过一次假，实在不舒服也就简

单吃点药。学生毕业后，她到湘雅附一

看病时受到医院专家的严厉批评，说她

不爱惜身体透支生命。

2019年，为了不耽误毕业班的教学，

在还没消好炎的情况下，她再三请求医

生将她的手术安排在国庆期间。因身体

虚弱，手术的第二天发生休克。国庆节

后立即让她的爱人开车接送上班，由

于没有痊愈，她只能坐着给学生上

课。学生很受感动，听课特别认真。

下课后，有学生说：“老师您回去休养

吧，我们可以自学，等您好了再给我

们点拨，还可以让成绩好的同学上课

呀。”邓老师微笑地对学生说：“没关

系的，我能坚持，你们现在的时间太

宝贵了！”毕业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学

生封海涛给邓老师的卡片上写道：老

师，教师节快乐！您是我最尊敬最喜

欢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教

诲！

她关爱她的每一位学生，学生家有

困难了出不起学费，邓老师就给垫付。

工作不久的她也不富裕，但她的家人很

支持她帮助学生。唐虎同学考上大学没

钱上，她知道后把存折里仅有的1000元

全给他做学费。尊重、赏识优秀学生不

难，难的是对学业不佳的学生的接纳、尊

重和鼓励。去年下学期接八年级 1805

班的数学课，班上有个同学有点自闭，上

课不听课，基本不与同学和老师交流。

邓春艳经常找他聊天，要他与同学主动

交往，通过中肯的点评和鼓励，该生越来

越开朗，成绩也越来越好。她经常进行

家访了解学生的情况，与家长合力开展

学生教育工作。李阳的妈妈说，好在遇

到邓老师，不然那贪玩又沉迷游戏的孩

子不可能考上一中。周末时，她还把后

进生和留守孩子带到家里义务辅导，给

他们做饭吃，路途远的就在她家里睡

……学校一位领导私下曾对她说：“你是

一个好老师，你的学生会记住你的。”

潜心教研，做教研的践行者
邓春艳始终把研修学习放在重要的

位置，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钻研教

材、教法，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她说：“没有潜心的研究，就没有精

致的教育”。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她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诲人不

倦，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为了推行新课

程改革，她不断地学习和刻苦钻研业务，

进行教学改革，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推

行互助学习，借助几何画板玩中学；任务

驱动，督促学生自主学习；思维导图，引

导学生自主总结等学习模式。

由于进行教学改革，学生的学习效

果越来越好。她所任教的 1603 班在

2017 至 2018 学年肄业班抽考八年级数

学学科荣获县二等奖，在2018至2019学

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九年级数学学科荣

获县一等奖。

同时，她把自己的教学教研感悟形

成论文，如：2018年论文《创造性使用教

材应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市教育

教学论文评比荣获市二等奖；2018年在

湖南省教育教学科学研究论文《在初中

数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化教学手段的

优势》评选荣获省三等奖，并在《现代教

育》期刊上发表；2019年在湖南省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论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实施德育教

育》评选荣获省一等奖。

忘情工作、不懈努力，邓春艳沿着教

改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教育战线

上谱写一曲耕耘者之歌。从教28年来，

她个人教育教学成果丰硕，优秀案例、论

文获奖或发表达几十篇。

送教下乡培训，平凡中创造精彩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2015年、2016年、2017年，她连续3年担

任湖南省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新宁县

基地示范课授课教师。

2016年6月聘为新宁县教育科技局

送教下乡培训初中数学学科辅导教师。

开始了为期三年没有周末的送教下乡培

训活动。

2017 年和 2018 年以回龙中学和黄

龙中学作为基地学校，对全县乡镇初中

数学教师进行培训，惠及全县所有乡

镇。在培训过程中，邓春艳是初中送教

团队的核心成员，担任初中数学组的所

有示范课、精品课的设计指导，还要对示

范课和精品课进行点评。2017年《数学

课堂教学“问题串”设计的实践探索》，

2018年《新课程倡导的教学设计》、《相似

图形》在（国培）送教下乡培训活动评为

优秀微讲座和示范课。

在送教下乡培训中，她上的示范课

和多场专题讲座都受到领导及学员的肯

定与好评。送教成员邓大志老师开玩笑

说：“今天邓老师享受了明星的待遇。”学

员们听到精彩之处，纷纷拍照留念。邓

春艳还把自己的课件、资料、软件无偿的

分享给学员们。学友徐成铭听了邓老师

指导的黄龙中学学员黄香云的精品课

《二次函数的应用（一）》，赞不绝口，说这

才是新课程改革课，真正体现了以学生

为本，自主探究，提升学生素养的创新

课。

“这样的培训接地气，送我们所需所

想，以后有这样的培训，我还来。”“我58

岁快退休了，教书育人邓春艳老师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由于邓春艳无怨无

悔地付出和送培效果好，2017 年、2018

年连续被评为新宁县送教下乡优秀工作

者。

2018年她主持县级课题《创造性用

教材激发农村学生学习兴趣的研究》和

市级课题《在教学常态下提升初中学生

核心素养的研究》，提升了课题组老师的

教研兴趣和能力。2018年带领追随阳光

参加团队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在线备课大赛《有理

数的乘方》荣获省三等奖。2019年带领

追随阳光团队参加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在线备课大

赛《列代数式》荣获省二等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几年来，无

论是教学、教研还是送教下乡，都赢得了

学生、家长、同仁的普遍赞誉，多次受到

上级部门的表彰。她说，用心去工作，用

不负韶华育红花
——记新宁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邓春艳

通讯员 尹建国

近年来，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提出

“让每一位学生享受最前沿的教育”办学

理念和培养“格调高雅、学业优良、体魄

强健”公民的育人目标。为让学校办学

理念落地生根，让课程建设、多元评价与

学校办学文化紧密契合，让学生关键素

养和能力得到提升，学校一直在探索实

施“六秀”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六秀”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六秀”的育人目标，即“秀言”“秀

行”“秀艺”“秀体”“秀品”“秀识”。将“六

秀”育人目标与学生六大核心素养有机

融合。“六秀”指标以下又设置可操作和

量化的二级和三级指标。

二、“六秀”多元评价操作策略
（一）深入理解多元评价 学校依靠

省级课题的引领作用，研究整理出适合

学校校情的“六秀”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并与评价操作方法一起编印成册。在全

校教师培训会上进行全面学习，组织新

入校学生和教师再进行专题学习，使“六

秀”多元评价深入人心，全校大部分师生

评优评先均以多元评价为依据。引导师

生通过多元评价及时调整学习策略，重

视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重视自己各种能

力的培养。

（二）贯彻落实评价多元化 1. 评价

方式多元化：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相结合、定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记

载评价与口头评价相结合。

2.评价主体多元化：将教师、家长评

价与自评、同学互评相结合，适当引入第

三方评价。学科评价与班级评价相结

合。

3. 评价内容多元化：将国家评价框

架、核心素养要求和学校育人目标“格调

高雅、学业优良、体魄强健”有机结合，提

炼出“六秀”指标。

4. 评价功能多元化：注意发挥多元

评价的发展功能、激励功能、反馈功能和

教育功能。

（三）注重多元评价动态化 学校刚

开始进行评价改革实验时，只根据学校

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粗略提出了三大指

标“格调高雅、学业优良、体魄强健”。后

来结合国家新课程改革和核心素养培养

要求，学校将评价指标框架扩展为“健全

人格、社会责任、理性思维、勇于探究、珍

爱生命、审美情趣”六大模块。随着课题

实验深入推进，结合学校校情实际，又将

指标框架提炼为“六秀”，并进一步细化

了二级、三级指标和操作细则。

三、“六秀”多元评价实施效果
学生层面。学生不再只关注文化学

习成绩，而是积极参加学校三节两会、课

后社团、校本选修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

等，学生注重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体

艺科技等竞赛成绩非常突出，其中省级

荣誉125项，国家级荣誉8项。在课堂教

学方面，各科任课教师以“六秀”为载体，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每个学生

在课堂上都能享受到成就感，从而提高

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学习气

氛浓厚，学习效果很好，教学成绩在全区

稳步提升。

教师层面。教师的观念得到更新，

教师参与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愈发浓厚，

一批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办学几

年来，学校涌现了一批省市名优教师、高

级特级教师、省精英教师、卓越教师。多

元评价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评价方式，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多元评价体系在设

计层面还没有尽善尽美，评价维度和评

价指标科学性有待加强，另外多元评价

在操作层面也有些繁琐，容易出现形式

化倾向。在以后的研究和实践中，需要

不断优化。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学会课题《九年

制学校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研究》的研究

成果）

实施“六秀”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 吴伟 袁芳 黄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