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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如光 温润成 长
——浏阳一中用心用情培养教育筑梦人
本报记者 董以良 姚瑶 通讯员 王睿 杨强
一所学校的魅力，来自于它的历史、水平、成就、
环境，更来自于它的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的重要基
石——师德、
师风。
从 1929 年学校创建，到如今成为久负盛名、拥有
上百项荣誉的湖湘名校，浏阳市第一中学（简称“浏阳
一中”
）在一代代薪火相传中，谱写了学校发展的精彩
华章，
开启了数万名优秀学子的卓越人生。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师德是教师的立业
之基、从教之要。在浏阳一中校长袁章军看来，温润
的环境能激活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赋予教育更多的
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学校将师德师风建设与打造有温度的教育生态
结合起来，在春风化雨、
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广大教师
自觉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以德育德。站在
新的时代节点上，师德之光不仅使这座古老的校园焕
发出勃勃生机，
更照亮了广大学子成长的道路。

C

发挥党建引领 厚植师德根基

拥有 93 年办学历史的浏阳一中
有着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
里曾涌现过胡耀邦、杨勇等一大批
救国图强、精神高尚的校友、先贤。
庄严古朴的校园内，始建于宋代的
文庙、谭嗣同创办的算学社，为学校
师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
“1879 年，谭嗣同等人以奎文阁
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开创湖南新学之先河……”11 月中
旬，党员教师高敏在这里开展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带
领全班学生实地触摸历史，感受革
命先辈敢为人先的理想信念、忧国
忧民的爱国情怀和舍生忘死的英雄
气概。
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搬到红
色教育基地。如此别具一格的思政
课，既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感悟
史实、学习知识，也为其他教师开展

思政教学提供了优秀样本。这样的
党员教师示范课，是学校立足实际
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和思想政治素养
的躬耕实践。
一直以来，浏阳一中通过党委
班子、党员教师带头上好思政课、示
范课，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强化全体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思
想道德素养。学校党委书记卢从发
告诉记者，为了修师德养师风，给教
师提“正气”，学校将师德纳入教师
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师德典型评选、
优秀教师表彰，充分发挥榜样示范
作用，勉励教师做一个有爱心、懂规
矩、有工匠精神的好教师。同时，学
校始终以党建工作为抓手，大力实
施“双培工程”，将党史学习教育与
师德提升深入结合，厚植精神沃土，
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政治素养。
翻开 2021 年浏阳一中党建工作

B

学校团委书记秦操给学生上课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如何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
从教，有理想远景，无后顾之忧？浏
阳一中以人为本，
用心用情。
走进学校图书馆二楼的“教师
书吧”，优雅温馨的环境让人倍感舒
适，30 台电脑和丰富的报刊书籍随时
为教师提供精神滋养。
“中午，
教师们
在书吧休息看书；下午，有备课组在
这里集体教研备课。教师们享受有
品位的精神生活，教育变得格外美
好。
”
学校教研处主任胡辉介绍。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学校
设置青年教师工作坊，由校长担任

校长袁章军为学生介绍校园历史
记录，
记者看到，
每月一主题，
处处有
亮点。学校充分运用
“党建+”
活动载
体，
强化党员的责任意识、
带头意识，
积极开展教师职业道德和廉洁从教
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党员教师增强
“四个意识”
，
争做
“四有”
好教师。
12 月 3 日上午，长沙市委常委、
浏阳市委书记朱东铁到该校宣讲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讲授《赓续
红色血脉 放飞青春梦想》专题思政
课时特别强调，
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
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
‘树人
先立德’，这样的思想在学校里早已
生根发芽。所有教师都忠实履行着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孜孜以
求，
刻苦钻研，
潜心治教，
把每一节课
都当作可以影响学生生命质量的课
堂，
不怠慢，
不应付。这也是学校
‘崇
德 尚 志 ，勤 奋 创 新 ’校 训 的 生 动 体
现。
”
学校校长助理赖章武表示。

提升质量内涵 助力教师发展

坊主，培训青年教师的三笔字、语
言表达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等，通
过师徒结对为他们提供课堂教学
指导。在浓厚的教研环境下，一
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80%以上
的青年教师获得市级以上赛课奖
励，其中胡俊、袁玲等多位教师更
是获得省一等奖。除此之外，学
校还专门设立“校长特别奖”，鼓励
教师们在工作生活中磨炼教育技
能，努力成为能塑造学生良好品格
的良师。
“浏阳一中没有上班打卡制度，
教师们也从不辜负学校的信任，总
是以更高的教育自觉投入到工作中
来，早读、晚班、上课，每一项工作都
履职到位。”学校团委书记秦操曾是
从浏阳一中毕业的学生，在他看来，
学校从管理制度、激励措施等方面
给教师提供了温润和谐的工作环
境，为教师潜心教学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正是因为喜欢这种有温度的
氛围，大学毕业后的他毅然回到了
母校工作。
“学生如幼苗，教师应有仁爱之
心，需用如春风般的温暖去润泽学
生；学生要面向未来，教师就要有水
的 包 容 ，让 学 生 有 无 限 发 展 的 可
能 。 当 教 师 ，要 学 会 等 待 孩 子 成
长。”浏阳一中的“校长课堂”上，袁
章军对青年教师们提出了殷切期
盼。他希望教师能从知识的传授者
变成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生发展
的促进者，从教书匠变成教育的研
究者和反思的实践者。
在崇尚学习、勤于钻研的潜移
默化中，青年教师有了远大的职业
理想和温暖的育人追求。
“ 无论现在
还是将来，我都希望用真心和爱心
对待学生，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
堂，引导学生踏实做事，温润做人。”
青年教师李腾芳说道。

党员示范课、校长课堂、教师论坛
等系列活动的开展，正逐步成为浏阳一
中师德师风建设的强大助推器。一大
批热爱教育、师德高尚的杰出教师在自
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用真情搭建成长
的阶梯，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让每一株“苔花”都如盛开的
牡丹。
“我认为，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应
该充满执著而闪光的信念、丰盈且智慧
的爱以及对事业持之以恒的追求。”11
月 30 日，浏阳市 2021 年高中教育工作
会议上，浏阳一中优秀班主任易杨志作
为代表，分享了他 22 年从教生涯中的
经历和体会。
深受学校“温润教育”理念的影响，
易杨志坚持用心培育适合学生成长的
环境土壤。在他看来，爱包括有效的陪伴、宽厚
的耐心、巧妙的变通、恰当的边界，甚至是适度的
退让等。
0605 班的小张，沉迷手机游戏，学习成绩落
后，经常违反校纪班规。通过观察，易杨志发现
小张喜欢篮球，他特意在全班学生的见证下跟小
张约了一场单挑，并故意输球，履行约定，让小张
“赚足面子”，建立了师生的初步信任。后来，小
张主动将手机交给易杨志保管，回归学习，最终
实现了从 200 多分到考取本科的飞跃。
高三 1904 班班主任彭晓珍有着 30 年从教经
历，连续 27 年担任班主任，是众多教师心中的师
德模范，也是很多学生心中的“暖心妈妈”。在彭
晓珍的办公桌上，常年备着吹风机、热水壶和时
下学生喜爱的小零食。
“我们班女生多，有些孩子
头发没吹干就赶来上自习，便可以在办公室吹干
头发再去上课。”彭晓珍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学生
们倍感温暖。
高三学生学习压力大，容易产生焦虑、抑郁
情绪，学生小雅便曾陷入这样的苦恼之中，甚至
有段时间不敢进教室、更不敢参加考试。彭晓珍
发现后，不断尝试理解和开导小雅，邀她去操场
散步，陪她吃饭，亲自送她回家，不断创设和孩子
深入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彭晓珍的耐心开导下，
小雅逐渐敞开了心扉，学习也走上正轨，成绩从
200 多分飞速提升到了 500 多分。
在浏阳一中，类似的教育故事还有很多。老
师们不断用自己崇高的德行去影响学生、感染学
生、教育学生，促使学生奋发向上，形成高尚的情
感和价值观，
点亮学生成长的希望。
“教师是科学文化的学习者，是先进文化的
传播者，是常理常识的批判者，是教育现代化的
探索者。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核心本质，
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是全面增强学校办学活
力的有力保障。在全面推进学校共建共治过程
中，只有通过各种方式激发教师教育教学的主人
翁意识，才有可能焕发学校的勃勃生机。”袁章军
总结道。

点亮仁爱之光 温润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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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一中校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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