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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她就立

下了“当一名好老师，育万千才俊”的

誓言。22个春秋，在三尺讲台上，她倾

情浇灌稚嫩幼苗，用满腔热血谱写人

生的辉煌乐章。

她，就是永川区第七届名师、汇龙

小学语文教师叶银平。“叶银平老师业

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深得学生和家

长的爱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名师。”

汇龙小学书记兼校长徐宏银评价。

坚守一线 勇于教改

1996年8月，叶银平怀着“站三尺

讲台，放万丈光芒”的美好梦想，走进

校园，踏上了新的人生之旅。22年来，

她始终以一名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

己，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实践自己

的铮铮誓言。

作为一名教师，叶银平始终坚守

在教学第一线，无论工作有多忙，她都

要挤出时间苦练内功，认真钻研教材

教法，潜心研究教育教学规律，不断提

升自己的业务素养，逐步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教学风格；在工作实践中讲求

实效，因材施教，探索创新，注重培养

学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她始终立于

课改的最前沿，与同事一起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新课程的精神实质，并把它

转化为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在课堂

上，她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一言堂”

教学陈规，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还给

学生，问题学生提，疑难师生共同讨

论，课余时间学生自己安排，还原学生

的学习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人。

她常向学生渗透“弟子不必不如

师”的观点，打破传统的师道尊严，鼓

励学生大胆质疑，师生平等讨论，充分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孩子们全身心

地投入到快乐的学习氛围里。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通过多年

的努力，她独具一格的“魅力字源识

字”教学法誉满重庆教坛，她主研的

《小学语文‘三维五步’卓越课堂教

学模式构建研究》荣获 2017 年重庆

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参加 2004年永

川市青年教师赛课、2005 年永川市

村小教师赛课以及2012年、2016年

全区语文学科基本功大赛均获一等

奖。

示范引领 共促成长

“叶老师对待工作认真而严谨，乐

于帮助同事。我们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得到了叶老师的倾力相助，促进了

我们的专业成长和能力的不断增强。”

该校青年教师肖雅文、杨柳对叶银平

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他们认为，自己

才参加工作缺乏经验，对参加赛课有

恐惧感，多亏了叶老师悉心相助和其

他教师的指点，参与汇龙小学片区赛

课获一等奖是她精心指导凝结的成

果。

叶银平业务能力、教学水平高，系

重庆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永川区小

学语文中心组成员、汇龙小学教科室

主任。她每学期都要带头为全校教师

上引领课、观摩课和示范课，先后执教

了语文展示课《太阳》《识字七》《窗前

的气球》《我为你骄傲》等。她以此将

新理念、新教法、新学法、新的评价方

法展示给同事们。她还经常利用教研

组活动时间开办专题讲座，旨在开阔

同事教学思路，通过加深对某一问题

的认识，引导思考和研讨，寻求更多的

教学策略，达到“为用而学、学以致用”

的效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她带领教科室的同事们精心为外

出赛课的参赛者反复打磨教案、锤炼

语言、设计肢体语言动作等，一批年轻

教师在市、区的赛课活动中攀枝摘桂，

屡屡获奖。肖雅文、杨柳在汇龙小学

片区赛课获一等奖，唐洪、朱宇获得永

川区青年教师赛课一等奖。就这样，

一批年轻老师在她的引领下脱颖而

出，快速成长。

潜心科研彰显特色

多年来，作为学校教科室主任的

叶银平在工作中更加注重学校教研氛

围的营造，不断凝聚强大的教科研实

力，通过教研推动教改，通过教改提高

质量。

汇龙小学紧紧围绕儿童文学特

色校园加强市区级课题研究，叶银平

勇挑重担，积极牵头开展系列课题研

究。她从日常教育教学中司空见惯

的现象中思考和发现问题，通过调查

研究、经验总结等对问题开展原因分

析，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或思路，并

就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总结和提

炼，撰写出详实的研究报告。目前，

市级课题《小学足球校园构建策略研

究》《小学语文“三维六步”卓越课堂

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校园文化环境

对小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研究》和区

级课题《儿童文学校园家校共育实践

研究》等7个课题在研，有4个区级课

题已经结题。

叶银平立足小课题，解决大问

题。她坚持“聚焦教学、关注细节、追

求实效”的教研思想，以小型、多样的

小问题、小困惑、小课题为切入点，展

开“问题式”的研究实践，为老师搭建

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平

台，努力提高教师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年累计完成43

项小课题研究。她撰写的6篇论文分

别获重庆市一、二、三等奖，被评为永

川区第五届教科研先进个人。

22年如一日，叶银平始终挚爱着

教育这方沃土，将青春与智慧奉献给

菁菁校园，将爱心播洒学生心田，将激

情燃烧在三尺讲台，以执着的敬业精

神诠释了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爱

心。

在平凡中演绎精彩
——记永川区第七届名师、汇龙小学语文教师叶银平

本报记者 张 玲

叶银平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9月1日，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绿色通道”前，家庭

经济困难新生办理了相关入学手续后，高兴地领取了学校

为他们赠送的免费“新生大礼包”。“新生大礼包”总价值

1000元，包括价值400元的床上用品、200元学习用品、200

元生活用品以及200元生活补助。全校共计200份“新生大

礼包”。同时，该校还为500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发放路费

补助。

图为工作人员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发放“爱心大礼

包”。 记者 陈仕川 摄

“爱心大礼包”温暖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临近开学季，朋友圈晒出了各

种各样的开学文章，学校和教育部

门也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开学教育，

这都充分显示人们对教育的美好期

待。因为，教育强，则少年强；少年

强，则中国强。

因为天气炎热，今年开学时间

推迟到 9 月 6 日。但按照惯例，9 月

1 日仍是人们心目中开学的第一

天。于是，这一天，人们有很多话要

说。

劝家长，参与孩子成长。在一

篇开学寄语中，“在教育孩子的时

候，若你选择了挣钱，不去管教孩

子，等孩子大了，你辛辛苦苦挣一辈

子的钱，可能不够他败家一年！”它

提醒人们，教育具有短暂的时效性，

却有终身的呈现性。任何一个孩子

的教育，家长缺位（席）就是失职。

所以，教育要搞好，父母首当其冲。

寄希望，形成教育合力。一致

学生，遇到严厉的老师要感激，老师

肯苦口婆心大动干戈地管教你，如

此出力不讨好的事，是为人师者的

深情，期待你成才变好；二致家长，

家长要懂道理，并转告孩子，遇到负

责、公正、认真的老师是多么值得庆

幸的事情；三致老师，老师一生桃李

满天下，但对学生而言，却是生命中

遇到的有限的老师，若爱，请深爱，

若教，请全力以赴。所以，开学季，

三剑合一，家校共赢。

盼关注，《开学第一课》折射出

人们对教育的更多期待。

坚守教育底线。央视综合频

道《开学第一课》是向人们传达教

育信息的窗口，要求家长和孩子 9

月 1 日晚 8 时准时收看，但竟让学

生和家长看了 10 余分钟广告才正

式开始，家长和学生不乐意了，央

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为此向观众

道歉。行政归行政、商业归商业、

公益归公益。如果捆到一起掠夺

公共利益，就注定严重突破底线。

这也告诉我们，教育，与寓言故事

的动物拉车同理，需要社会各方齐

心协力，而不是借公益之名谋利，

损害公共利益。

明确价值取向。教育强，则少

年强；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缺

乏阳刚之气，缺少阳光姿态，缺少强

健人格，这是一个民族危险的信

号。《开学第一课》中一大堆娘娘腔

的“小鲜肉”，导致教育娱乐化、庸俗

化，有价值迷失之嫌。《人民日报》曾

发文痛批“小鲜肉”，别太把自己当

回事；《光明日报》也曾怒批，文艺作

品中的“小鲜肉”不应该成为时尚，

更不应该在文化市场被竞相追逐

……“小鲜肉”却通过《开学第一课》

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此迷失

和错乱，岂不价值乱人心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位从

事教育管理多年的小学校长告诉笔

者，面对孩子的教育，任何人、任何

部门、任何机构，做任何事都必须谨

慎。是啊，开学了，当千万学子涌入

校园时，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万

丈高楼平地起；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教育之舟，风正了，才好扬帆

啊。

开学季 开学语
雨 行

本报讯（记者 陈娇娇）8月31日，在2018年永川区希

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杨佳茂、

陈凡菊、何月航等41名大学新生获得了共计19.7万元“圆

梦行动”助学金。

据介绍，这19.7万元善款来自重庆团市委、永川团区委

以及社会爱心企业。

发放仪式上，受资助学生代表杨佳茂说：“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今天，我接收到的不仅是一份助学金，更是来自

社会各界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赵淋玲说：“谢谢你们向我伸

出了援手，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大

家。”真挚的发言引起了现场的共鸣，受助学生们纷纷表示，

会认真学习、积极向上，不辜负这份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勉励同学们要迎难而上。奋发有

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志存高远，自强不息，早日成

长为栋梁之才；关注公益，勿忘家乡，常怀感恩之心。

据介绍，永川区“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6年实施

以来，已累计帮助400多名我区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实现

了求学梦想，在全社会形成了“帮困助学、激励好学、奉献爱

心、关注未来”的新风尚。

又讯 助学金发放仪式结束后，团区委负责人一行来到

陈凡菊、何月航家里，将助学金和爱心物资送到他们手上。

陈凡菊家住卫星湖街道七郎村陈家院小组，今年考取

了白城师范学院，家中六口人，仅靠父亲打零工维持生活。

陈凡菊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一笔来自“青企协青

商会圆梦行动”的助学金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也圆了陈

凡菊继续求学的梦想。

另一位受资助的贫困大学新生何月航，考取了重庆医

科大学，父母失业在家，读高一的弟弟也急需用钱。永川团

区委“曙光”爱心助学金为他们减轻了家庭的重担。何月航

表示，感谢大家的帮助，自己将带着这份关爱走进大学。

希望助学 爱心圆梦

41名贫困大学新生获19.7万元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 陈仕川 文/图）8月30日，重庆科

创职业学院新生报名大厅，“现代学徒制”首批新生

在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华中数控学员面试

签约处、众泰汽车学员面试签约处办理入学手续。

该学院计划招收“现代学徒制”汽车学院首批30

人，智能制造学院首批30人。

据了解，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企业深度合

作，教师、师傅联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

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与普通大专班和以往的订单

班、冠名班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现代学徒制更加

注重技能的传承，由校企共同主导人才培养，设立

规范化的企业课程标准、考核方案等，体现了校企

合作的深度融合。今年8月7日，重庆科创职业学

院荣获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入选专业为工

业机器人技术与汽车装配与制造。

图为“现代学徒制”首批新生报名。

“我将与孩子一起正式成为上游小学的一员，无论过程

多么辛苦、多么忙碌，我都会陪伴孩子一路前行，共同成长

……”8月31日，上游小学300多名新生家长进行了庄严的

《上游小学家长宣言》宣誓。当日，以“为爱携手·共育未来”

为主题的上游小学2018年秋期新生家长培训会在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培训会上，学校通过专家培训、特色展演、家

委会代表主题发言、特色班级介绍、宣誓等形式，促进家长

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共同探索教育一年级新生的有

效途径和方法。

图为六（7）班学生表演的葫芦丝演奏。

记者 陈仕川 摄

8 月 31 日，主题为“童蒙养正·培根固本”的红旗小学

2018年秋期一年级“始业”课程暨第33届家长学校启动仪

式在名豪国际酒店举行，一年级全体师生及家长1200多人

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上，师生和家长通过“学榜样·树梦

想”“正衣冠·明事理”“启智慧·修德行”“懂感恩·知回报”

“诵经典·好学文”“赠读本·迈前路”等形式多样的表演，营

造浓厚的开学氛围，使孩子初步了解自己的学校，圆满开启

新的学习生活之路。

图为家长和学生代表共同击鼓鸣志。

记者 陈仕川 摄

红旗小学“始业”课程迎一年级新生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首批新生报名
上游小学培训一年级新生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