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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范张桂梅 我为党旗争光辉

感动江苏教育人物——2021最美中学教师

盛红：千里援疆 坚守育人初心
■毛翠娥 曹奕 王晓蕾

10 月 15 日，“感动江苏
教育人物——2021 最美中学
教师”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
现场表彰了全省 10 位“2021
最美教师”以及 10 位获得提
名奖的教师。常州市第五中
学 的 盛 红 是 常 州 唯 一 获 得

“2021 最美教师”殊荣的老
师。

盛红是一名政治老师，
20 岁初登讲台，50 岁西行援
疆，30 年教书育人的历程中，
她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融
进孩子的精神血脉，先后获
得“江苏省首届师德先进个
人 ”“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

‘2020 年度优秀援疆教师’”
“常州市特级班主任”等荣
誉。

和学生共成长，
她满腔热爱

17 年的班主任经历中，
盛红有一个“绝活”：每接手
一个新班，师生初次见面，她
几 乎 能 报 出 全 班 同 学 的 名
字，更让大家奇怪的是，提前
排 的 座 位 表 也 和 他 们 的 身
高、视力情况大致相符。原
来，盛红提前对全班的学籍
卡进行“精心研究”，编制成
一张学生信息资料表，每天
多看几遍就烂熟于心了。

“育人宜为之计深远”，
盛红担任班主任期间，始终
坚持根据学生的实际来设计
班级活动，不断创新班级管
理工作。“合作小组”的探索，
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体
意识，班级形成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课代表竞争上岗
制”让更多的同学有了发挥
学科特长、锻炼能力的平台；
人人参与的“系列时政演讲
比赛”，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
的记忆。

在市五中高一（1）班张
莉莉心里，盛红就像妈妈一
样，“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我
都会和盛老师分享，她总是

不厌其烦地做一名倾听者、
陪聊者。”担任过年级组长、
教师发展处主任、学生发展
处主任等多个岗位的盛红，
最喜欢的还是做一名“老
班”，“班主任工作虽琐碎，
但看到每个孩子不断成长，
幸福感油然而生。”

年近五旬援疆
支教，她无怨无悔

2019 年底，年近五旬
的 盛 红 主 动 报 名 援 疆 支
教。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疫情，她义无反顾地成为一
名最美逆行者，于 2020 年
春天来到尼勒克县第一中
学支教。

在受援校，盛红发现一
些学生行为自由散漫，主动
请缨担任班主任，她也是当
地首位主动申请做班主任
的援疆老师。根据学校安
排，她接手高二文科实验
班，开学前她就迅速进入状
态，提前与家长、学生“云沟
通”，指导家长如何科学开
展家庭教育，了解孩子们的
学习、生活状况，精心设计
网络班会课，用生动的案例
启发学生思考。

返校后，盛红每天清晨
都会早早进班，给没吃早饭
的同学送上牛奶、点心；课
后，她和学生一起跑操一起
参加韵律操比赛；她每月自
掏腰包，组织班级集体庆
生，给学生送礼物；她还主
动捐出 6000 元，为班上成
绩优异或家庭困难的学生

发放奖助学金。在她的带动
下，班级凝聚力极大提升，年
级组其他老师的工作热情也
被激发。

因真心对学生，盛红也
赢得了学生、家长的心。一
年半的支教期结束后，学生、
家长联名写信恳求能把她留
下。回常后，盛红依旧牵挂
着千里之外的学生们，得空
就通过微信、QQ 关心他们
的近况。“高二一年，盛老师
和我们朝夕相伴，她的热情、
敬 业、真 诚 感 染 了 所 有 同
学。我将来也想成为这样的
老师。”提及盛红，学生吾库
来赞不绝口。

钻研教学，她无比投入

作为一名高中思政教
师，教学上，盛红刻苦钻研，
教学理念先进，备课精益求
精，教学手段多样。“其他班
的同学都说哲学章节晦涩难
懂，我们班的同学却学得轻
松，原来不是哲学简单，而是
盛老师教得好。”学生阿依曲
瓦克说，盛老师的课堂幽默
丰富，极大激发了大家的学
习兴趣，一年多后，班级均分
提高了20多分。

盛红始终坚持“在教学中
教研、在教研中教学”的方
针。曾主持和参与多个省级
立项课题，在十多年的公民教
育实践活动、模拟政协活动中
表现突出，指导的项目在常州
市中小学公民教育实践活动
项目评比中多次获一等奖，撰
写的多篇论文获省一等奖。

■毛翠娥 余锦秋

本报讯 “走过路过别错过，书
本玩具，我们这里应有尽有。”18 日
中午，热闹的吆喝声响彻武进区湖
塘实验中学校园。初一年级学生化
身“小小售货员”“小顾客”，上演了
一场温暖的爱心义卖活动。

活动前夕，在老师和家长们的
支持下，初一 20 个班级的同学迅速
行动，闲置的学习用品、书籍、毛绒
玩具、手工艺品、饰品、个人创作的
书画作品以及家长精心制作的美食
都作为义卖商品，同时设计绘制了
花式海报展示班级特色。活动现

场，各班“售货员”使出浑身解数吸
引“顾客”光临，有的卖力吆喝，有的
化身“流动商家”，带上货品四处寻
找购买者，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售货员”们忙得不可开交，“小
顾客”们也怀揣爱心在“摊位”前流
连忘返，兴致勃勃地讨价还价，买
的、卖的交汇出一曲生动的校园爱
心之歌。“我觉得义卖活动很有意
义，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让自己也很
快乐。”学生小张说。

据悉，本次义卖的 1.96 万元善
款将由校团委统筹购买爱心包裹，
赠送给新疆贫困地区的学生。此
外，学校也将购买相应物品慰问周
边社区的孤寡老人。

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15）爱心义卖 情暖校园

■尤佳 彭文华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 18 日从常州市教
育基本建设和装备管理中心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管理，我
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双平台”——中
小学实验仪器选购平台和实验室危
化品监管平台，实现实验仪器选购
和危化品监管全程闭环管理。

遴选供货商
采购物廉价优仪器

中小学实验仪器选购平台于今
年 8 月正式上线。“从去年起，我们
就开始筹建该平台，主要是为了方
便一线教师采购到物优价廉的实验
仪器，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市建装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
每年都会对供货商进行遴选，符合
条件的都可以加入平台，让学校有
更广泛的供货商和更丰富的产品可
以甄别、选择。

据统计，目前已遴选入围了涉
及 11 个学科、逾 6000 种优质教学
仪器进入平台。平台还将根据学校
使用需求定期增加仪器产品并提供
教学仪器相关增值服务，不断优化
学校使用体验。“我们也鼓励各个学
校在购买教学仪器的过程中，向我
们推荐优质的供货商，进行相关审
批遴选后，将这样的优质资源引入
平台供大家共享。”

打通数据端
缩短采购时间

选购平台除了能提供更优质的
货源外，还有重要的一项功能——缩
短采购时间。据了解，平台打通市场
监管、财务、税务等部门数据端口，实

现采购过程无需纸质材料流转，所有
事项线上“申请+审批”完成。目前，
采购时间由平台上线前的10天压缩
至 1 天，极大地方便了学校。同时，
按实验室、供应商汇总订单，隔月结
算，对接财务系统，实时冻结经费，在
线点击鼠标即完成结算。

常州市第三中学在本学期开
学，已在平台分四批购买了物理、生
物两个学科所需要的教学仪器。“以
往需要自己在一些购物平台去搜索
所需要的仪器，然后再衔接相关的
采购流程，整个过程至少需要 10
天、半个月。”该校后勤处副主任夏
国生表示，自本学期通过平台采购
后，“既便捷又放心。”经过遴选的平
台上的供货商，货源质量肯定有保
障，在平台购买还能自动生成采购
合同，而且保证在 7 天内就可以收
到货物，保障了教学的正常进行。

数字平台记录
全方位监管危化品

和选购平台同时开通的，还有
实验室危化品监管平台。今年来，
各地各校都十分重视学校危化品的
监管。“以往都是通过纸质记录危化
品的购买、存储、使用和处置，现在
利用数字化平台，这些流程和数据
都可以上传平台，实现危化品的‘追
根溯源’。”该负责人表示，监管平台
纵向连接危化品信息，横向衔接安
全监管系统，详细记录试剂的使用
量、使用人，自动计算剩量，实时查
询全校试剂的现存量和库房位置，
形成危险化学品使用全过程全链条
全方位监管体系，消除监管盲区。
学校利用该平台，对危化品的管理
也更加有序、科学、规范，消除事故
隐患，从而保障实验教学和科学研
究的正常开展。

选购、监管全程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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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监管全程闭环管理

常州在全省率先推出“双平台”管理学校实验室

为践行“两在两同”建新
功，让红色教育浸润人心，近
日，朝阳中学党支部和朝阳新
村第二社区党总支联合开展
敬老主题活动，慰问社区“光
荣入党 50 年”的老党员，聆听
他们的入党初心，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红色基因。
毛翠娥 王鑫 丁峰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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