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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  田士军 

 

省实，我来了！ 

自豪中透着压力，兴奋中夹着不安。 

一、逐渐清晰的省实 

    从决心投入省实怀抱的那一刻起，我

就开始全方位地关注省实，了解省实。通

过互联网、报刊,我知道省实是一所隶属于

广东省教育厅的重点中学。她历史悠久，

名人辈出，名师众多。 如此众多的信息在

我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省实

“牛”！ 

    八月十九日，我有幸参加了2005年省

实新教师岗前培训计划。郑校、左书记、

李校、郭校分别从宏观层面上介绍了学校

概况、基础教育的法律法规并对新教师提

出了殷切的希望。人事处、教学处、学生

处、总务处的诸位领导又分别从各自的工

作岗位介绍了省实。 

第三天，我又有幸聆听了一线优秀教

师的发言。黄为老师的敬业、乐业、勤业，

刘忠毅老师的创新工作，曾唏老师的情、

礼、严、爱 ，付爱民老师的谦诚态度、协

作精神、灵活方法、吃亏精神无不给与会

的新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众多的

优秀老师群体在给我们传经送宝的同时，

也给我们这些新老师树立了一座座丰碑。 

紧张而充实的三天培训让我们这些新

老师听了许多、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

抽象的省实也渐渐清晰起来、具体起来、

厚重起来。 

二、渐行渐重的感觉 

初识省实，我就被她设施完备、设备

先进、环境优美、现代而又不乏古典的校

园深深地吸引。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

省实最吸引人的是她深厚的文化底蕴，浓

郁的科研氛围，融洽的人际关系。 

了解越深，感受越多。在诸多感受中

我仅选取一点来说��中学老师如何成长

为学者型、专家型的老师。在诸多老师的

报告中，郭校与黄为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提

及了这一话题。对此，我也有一点点的感

受。 

   记得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一所重点

中学。面对如此重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工

作，一干就是三年。三年是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高考我终于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反思过去，除了那

点高考成绩，我在教研上却是收获了了。

原来是平日光顾忙于教学，却疏忽了学习、

积累与整理。接受教训，在第二轮的教学

工作中我就有意识地注意学习与积累。正

如郭校和黄为老师所言多读书，读好书。

在平日的工作中我除了订阅专业期刊外，

还订阅了《博览群书》与《书屋》这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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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阅读中除了汲取知识外，我更多地

从这两本杂志中获取了大量的思想营养。

在读书之余，我尝试着也写点东西。令人

高兴的是我的第一块“豆腐块”竟然发表

在上海的《语文学习》上，这给我日后的

投稿以莫大鼓舞。 

虽然我离学者型、专家型中学老师还

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却有了坚定的努力的目标。我会一

如既往地朝着既定目标迈进，虽然很难但

我却从未放弃过。 

三、工作在省实的打算 

2005年8月19日，这是一个在我生命

履历表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

就是一位光荣的省实人了。为了成长为一

位名副其实省实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有

以下打算： 

1、 学会适应 

来到省实，我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工

作环境。新领导、新同事、新同学、新教

材、新教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在和

领导同事同学相处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有

效沟通的问题。在沟通不充分的前提下，

误会有时也在所难免。这一切都要求我们

尽快学会适应。在适应中始终怀有一颗宽

容之心，友爱之心，就终会被人理解、接

纳。 

2、 拥有谦诚的态度 

在今后的工作中，固有的一点所谓的

经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新工作的绊脚石，

因为工作环境、工作对象都变了。所以从

今天起，过去的一切都是零，我将又重新

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为了更好地胜任

工作，我一定要谦虚向身边老省实人多请

教，多听他们的课。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

我还要有意识地放慢教自己的教学进度，

先听课，后上课，这样可以最有效地成长。 

3、 拥有协作精神   

省实之所以能得今天的三年三大步的

辉煌成绩，除了有一大批像罗易老师、黄

为老师那样的一大批的学科带头人之外，

还有一个强大的省实团队。现代教育已远

远不同于一人一师的古代教育，现代教育

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离不开一个个优秀的

教育团队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

做到取长补短，在团队中做对、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为省实明天的辉煌尽自己的

一份绵薄之力！ 

4、 用“心”做事 

虽然我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

境，在开展工作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

难，但我有决心也更有信心用“心”做好

每一件事。我会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只要用“心”不仅可以把工作做

对，还可以把工作做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谨以此自勉！ 

 

作者简介：田士军，广东实验中学语

文教师，1998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本

科，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任教于广东实验中学高二年级。 

 

（责任编辑：黎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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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土壤将更肥沃 
◆  刘庆生 

 

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们登上了学

校派来的汽车；挥着手，洒着泪，我们告

别了共处四年的同窗，离开了那个曾经载

满了我们的欢喜与眼泪的大学校园，将一

个圆满的句号轻轻地划在了我们那五彩缤

纷的大学生活上�� 

孩童时的幼稚无知，少年时的桀骜不

驯在身上早已淡化，如今的我们更添了一

份稳重与成熟，因为彼此的心中都怀着一

份崇高的信念：我将是一名人民教师。而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也如同奔驰的汽车一

样，载着我们的希望与梦想，飞向我们人

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广东实验中

学。 

崭新的校园，优雅的环境，映衬着“省

实”这个古老而又响亮的名字，一切都是

那么地让人兴奋；走在校园里，我看到的

是一片散发着新鲜气息的泥土，而“省实”

这颗古老的种子，正在这片新土上继续焕

发着她的活力，创造着她的辉煌。 

来到省实，我们感觉犹如进入了一个

新的大家庭。这里和谐而且安定，处处体

现着学校领导对我们新老师的爱与关怀。

为了让我们这些刚跨出校门的新教师更快

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更有效地开展教学

工作，学校领导们为我们安排了为期 4天

的岗前培训。在这段时间里，学校调集了

许多具有丰富教学工作经验的老师，领导，

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详细认真地为我们传

授工作方法，教学经验，大大地提高了我

们对学校情况，教学关系，师生互动等问

题上的认识。前辈教师治学之严谨，教授

之耐心，非本人言语所能一一表达，恕不

详述。以下仅从个人培训所悟所感方面谈

一两点心得，借以与同事同学一起分享。 

让我倍感责任重大之二字��“省

实”。培训首日，郑校长精彩的校史介绍让

我们在自豪于学校悠久的历史，骄傲于她

辉煌战绩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作为

省实老师所要承担的那份巨大责任。从早

期的格致学堂到后来的中大附中，再到今

天的广东实验中学，省实为国家，为人民

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英，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的辉煌；“省实”二字早已响当当地成

为人民心目中名牌教育的代名词。前辈们

创下的骄人业绩让我们兴奋与自豪，然而

这些都只能印证学校过去的成就，她的未

来将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每想到这点，我

就感受到自己所承受的那份责任之重，那

份压力之大。但是，我却欣喜地发现，我

们肩上的重任虽大，彼此却决不会孤军作

战。校长殷切的期待，校领导无微不至的

关怀，前辈们无私的教导，让我们处处感

受到省实大家庭的温暖与支持。所有这一

切，无不使我们信心倍增。我们有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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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勇气地说出这一句话：“省实”二字，

我们背得起。 

融洽师生关系建立之根本――“情，

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建立在教师与学

生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基础之上。成功

的师生交流依赖于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对学

生所投入的丰富感情，对学生的热爱，对

学生的信赖和对学生的宽容，此谓“情”；

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得师生的交流更加容

易，彼此间的思想也能得到理解，这样一

来，教师就可以对学生的行为作出正面客

观的评价，师生之间便少了一分偏激，多

了一分求实，此谓“理”。古语有云：“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教育学生，我们当以

“情，理”并重，给他们多一分关爱，多

一分理解，多一分鼓励；处理问题，我们

须以实为据，以理服人，以德树人。“情，

理”教育应细水长流，而非一二日光景能

为之。因此，作为教育者的我们，除了有

“情”有“理”外，更应多备一份耐性，

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情，理”教育，搭建

师生间的友谊桥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

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没

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古人说得好：“达理

必先通情，通情才能达理”，如是也。 

教学质量提高之关键��“科研”。如

何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郭校长一针见血地为我们指出：搞科

研。要使教师的专业知识不断更新，业务

水平不断发展，避免知识层面停滞不前而

与时代脱轨，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科研活

动。科研活动的进行必须基于对大量教育

科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这就要求教师必须

不断地继续学习，尽可能地拓展知识面和

发展专业知识，培养一种积极竞争的意识，

争做学科带头人，同时也培养一套严谨的

思维与行为方式，学会在平常教学中多注

意学生的发展，多留意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多思考处理问题的方法，形成一套完善的

教学管理体系，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教学

质量以及自身素质。作为教师，我们必须

明白，学无止境，自己不过是比学生早读

几年书而已，学习的过程并不能因此而停

止，对真理的追求是终身的。所谓“活到

老，学到老”，否则，我们就不配被称为教

师，而是名副其实的“教书匠”了。 

育人无止境。如何育人，如何更好地

育人，这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将终身探索的

课题。于漪老前辈说得好：“做了一辈子老

师，一辈子学做老师”。在教育事业这条道

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不过，作为年轻

一代的教师，我的心中充满希望。我们具

有最伟大的资本――青春。只要我们心中

怀有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只要我们

无悔地为教育事业奉献我们的青春，美好

灿烂的未来不就在我们眼前吗？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我们的到来，必然会为省实

这片土地注入更多的养分和活力，这里的

土壤将会更加肥沃，将会有更多更艳，更

美的鲜花在省实这片土地上盛开。 

 

作者简介：刘庆生，广东实验中学英

语教师，200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外国

语言文学院，现任教于高二级。 

 

（责任编辑：黎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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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堂奥，路犹漫漫 
��岗前培训心得总结 

◆  朱慧芳 

 

为期一周的新教师岗前培训即将结束

了，今夜独坐在书桌前，翻开厚厚的笔记，

看着这几天记下的种种，心中不禁感慨：

教师这一门艺术实在是博大精深。连日来

的培训让我得以初窥堂奥，而前路漫漫，

仍然有待钻研探索。 

还是先做一个回顾吧。总结整个岗前

培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首先是学校概况介绍，经过郑校长、左书

记等各位领导的讲话，我们基本上了解了

省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学校的各

方面概况。其次是德育概况介绍及班主任

工作经验交流。从中我们不仅了解了学校

的常规德育工作和要求，更从前辈身上学

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第三部分是教学工

作的相关要求及经验交流，同时介绍了教

学科研的相关情况和心得。第四部分是了

解科组情况并参观各校区，让我们得到进

一步的感性认识。最后则是全校教职工的

继续教育。 

培训的时间虽然不长，带给我的却有

许多。 

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心态上的转变。由

于学校工作上的需要，我在报到前就已经

在高中校区代了一个学期的课。但一个学 

 

期下来，我依然对省实感到很陌生，对很

多情况根本不了解。周围的老师们同学们

都很亲切，我却总是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

“局外人”，不能完全融入其中。而经过这

一段时间的培训，我了解了省实光荣的过

去、辉煌的现在和灿烂的未来，感受着来

自学校、领导们方方面面的关怀，才终于

有了省实人的自觉，为省实而自豪，为自

己能够成为省实人而自豪。我想，热爱自

己的工作岗位是做好一份工作的首要因

素，岗前培训使我们这些新进人员爱上省

实，爱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已经成功了。 

而让我自觉收获最多的是与各位前辈

教师的经验交流。学校为我们精心安排了

前来交流的人选��有经验极为丰富、博

闻睿智的老教师，有年轻有为的骨干精英，

还有刚刚走过实习期，比较了解新教师心

态的省实新星。每一位老师的讲话都是累

积众多实践经验和亲身体会而成，不仅理

论与实例相结合，还有很实用的小方法小

技巧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黄校长的

讲话。她结合初中学生特有的心理生理特

征和心理认知水平，生动详细地为我们介

绍了面对初中学生的对策。台上发言者大

量实例信手拈来，谈笑间睿智光芒处处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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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台下听者专心致志，心领神会。又如

吴薇薇老师的介绍。她的介绍没有什么高

深的理论，有的是朴实的话语和细心的指

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一些初中班主

任应该注意问题的归纳，虽然琐碎，却是

非常实用和有远见的，对于我们这些新教

师来说非常实用。台下我还向她请教了不

少问题，她的耐心解答让我获益匪浅。 

此前一直对班主任工作心存疑虑，或

许是自己的思维还停留在学生角度的缘故

吧，总觉得班主任工作神秘、遥远、困难，

书上的大道理又没有什么实用性，根本不

知道从何入手。而在听完几位班主任的经

验介绍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啊��原来

班主任有这些工作要做，首先要注意这些

问题，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当然，光听别人的经验是绝对不够的，

许多问题不经过亲身实践是不会被发现

的。但我也相信，有这些前人的宝贵经验

作后盾，我将走得更稳、更有信心。 

其实整个培训期间我感触良多，一时

间千头万绪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但我想

我必须感谢学校，感谢每一位前来为我们

讲话的领导和老师。学校为我们安排这么

一场大型又行程紧密的培训，必然动用了

不少人力物力。过程中更是为我们这些新

教师设想周到，用心照料��免费看表演、

送水果、慰问，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学校对我们的关心

和爱护。而省实的领导和老师们也给了我

同样的感觉。虽然已经放假或仍然忙于期

末工作，但每一位上台讲话者的发言都是

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们真诚、亲切，细心

耐心的解答每一个问题，真正是倾囊相授。

每听完一次发言，我都有一种“又学到”

了的感觉，更深深的体会到了省实的团队

精神。感谢学校，感谢学校的领导和老师

们，为我们这些新人的成长铺下了第一块

坚实的基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为一名教师，我仅仅是刚刚踏进门槛的

起步者。前人已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

我一窥教师这门艺术的堂奥，而前面等待

着我的，是一条漫漫长路。我将发挥奉献、

求真、创新的精神，做个教育教学的有心

人。相信有朝一日，省实的大舞台上也将

有我的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朱慧芳，广东实验中学历

史教师，200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现任教于初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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