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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年的教学路，从江南到边
疆，常州市同济中学副校长贾秋
萍永葆教书育人的初心，怀揣“让
学生拥有快乐生活能力”的教育
理想，一路历练一路成长，一路耕
耘一路收获，成为孩子成长道路
上的引路人、同行教育科研的领
航人、文化润疆的使者。

在 2022 江苏“最美教师”评
选中，贾秋萍是常州唯一入选的
老师，江苏省仅 4 位老师获此殊
荣。

从“知心姐姐”到“校
长妈妈”，她努力践行“一
切为了学生”的誓言

1996 年到武进师范学校工
作时，贾秋萍刚刚 22 岁，只比学
生大四五岁。相仿的年纪让学生
们很自然地把她当作姐姐。

“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住宿，
贾老师为了不让我们那么想家，
经常在休息日下厨给我们改善伙
食。”贾秋萍的首届学生傅广辉回
忆，那时的贾老师并不太会做饭，
但为了邀请学生去家中做客，她
很努力地学习厨艺。

千年之交，师范学校合并调
整，贾秋萍成了一名中学教师。
23 年的初中从教经历中，她多年
担任班主任，从一名普通教师成
长为校领导，从负责一个班的班
级管理到分管学校的德育工作。
她以心从教、以爱育人，不断创新
德育形式：人人都有小岗位的实
践，让每个学生都有存在感，树立
强大的信心；深入推进“合作小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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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眼中，她是良师，
更是益友。

“一切为了学生”，将真情换
真心，贾秋萍成为了很多学生生
命中的“最重要的人”。从教
27年，不记得教过多少学生，
但时常从各地飞来的一封
书信、一张贺卡、一幅版画，
都牵系着浓浓的师生情。

她坚定行走在创
新和实践的路上，成
为一名行业名家

“课堂是提升教学质量的主
战场”，这是贾秋萍的教学宗旨。
多年来，她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深
入实践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
风格。她的语文课，会让同学们
积极辩论；也会带着学生一起走
进青果巷，寻踪思想文脉；还会一
起品茶、赏月、看星星。

“不停脚步，做一名专业精湛
的教师”是贾秋萍的教育目标。
27 年来，她在专业上不断精进，
特别是在江苏省语文整合教学研
究所的平台上，她和团队不断探
索整合思想下的大单元教学范
式，面向全省、全国推广先进教学
经验，惠及基层师生，让课堂成为

“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
一枝独放不是春。贾老师带

领学校语文团队，积极探索交互
探究式语文学习新样态，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和先进的课程理念，
引导老师们进行课堂改革，几年
来，语文教研组硕果累累。作为
整合教学研究所副所长、省乡村
教育带头人培育站领衔人，她积
极发挥传帮带作用。

从诗意江南到塞外
边疆，她用大爱播撒教育
的种子

贾秋萍始终把奋斗奉作教育

情怀主心骨。2021 年 9 月，她作
为教育部“组团式”援疆团团长，
和 9 位来自常州不同学校的教师
走进了国内最西边的中学——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黑孜苇乡
中学。

支援一所学校，示范一个地
区，贾秋萍和团队成员不断提升
受援校教师的自身“造血”功能，
为边疆教育长效发展蓄力。“种子
教师成长营”教研一体，覆盖全体
青年教师；“云上师徒牵手”，后方
教师充实援建力量，覆盖全部学
科；以“教学三单”设计为抓手，全
面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在黑孜苇乡中学，很多学生
的汉语水平有限，为了呵护孩子
们的写作信心和学习热情，贾秋
萍总是不断给孩子们鼓励。“贾老
师改完的作文本上总有各种符
号，但是最多的就是一串一串亮
晶晶的双圈，她总能发现我们的
优点。”受到鼓舞，学生比丽根·哈
力力和同学们怀着热爱和感动写
出了一篇篇佳作美文。

从江南到南疆，是地理概念
上的行走，也是贾秋萍教育理想
的行走。她担起了文化润疆的使
命，把先进的教学思想带到了祖
国边陲，成为活跃在一线基层的
语文课改播种者。

贾秋萍获评2022江苏“最美教师”

耕耘杏坛27载，做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吕洪涛 王芃佳 承文菊

本报讯 大爱无疆、仁者爱
人。昨天，省政府表彰第六届“江
苏慈善奖”获得者，授予 30 家单
位、20 家慈善组织、39 个个人及
团队、30 个慈善项目“江苏慈善
奖”称号。常州共有 6 个单位、个
人和项目获奖。其中，中天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州华利达服装
集团有限公司获“最具爱心慈善
捐赠企业或单位”称号；东方润安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中敏获
“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称号；
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彩虹舟志愿
服务队获“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
模”称号；“点亮心愿树”关爱困难
弱势群体项目和“龙城益市 益路
有你”常州市慈善超市获“最具影
响力慈善项目”称号。

“江苏慈善奖”作为省慈善领
域最高奖项，每两年举办一次，是
全省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和谐发
展的一个最美剪影。获表彰的爱
心单位和个人在助医、助困、助

学、助老、助残、助孤、助创等方面
积极作为，彰显着扶危济困、团结
互助的良好风尚，有利于激发全
民向善、人人为善的昂扬热情，带
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

近年来，常州市不断创新慈
善事业发展模式，扩大慈善事业
的社会参与度，大力弘扬慈善文
化，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在
龙城大地，人人慈善的理念在全
社会广泛传播，慈善已成为社会
风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
式。

第六届“江苏慈善奖”出炉

常州6个单位、个人和项目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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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奕 文 宋娟 摄

“老板，我要一个鸡蛋饼，
加里脊肉和火腿肠，放一点点
辣，不要葱也不要香菜。”

“好嘞。”50多岁的王荣头
也不抬，煎蛋、抹酱、放料、卷
饼⋯⋯动作娴熟，一气呵成。
几分钟后，鸡蛋饼就做好了，
顾客眉开眼笑地接过就走了。

此时正是上午9点40分，
记者近日依约来到清潭路上
的“王荣鸡蛋饼”店，虽然已经
过了用餐高峰时段，但顾客还
是纷至沓来。

上午 10 点 40 分，顾客渐
渐少了。“你可以来试试了。”
在王荣的招呼下，记者洗好
手，套上围裙，拿起两把小铲
刀，开始做鸡蛋饼。先敲鸡
蛋，把它放到已经热好的铁板
上，再用铲刀轻轻拍一下蛋
黄。金黄的蛋液像水一样缓
缓流淌，在滋滋的响声中渐渐
凝固后，记者再将其翻身，煎
至两面金黄。在王荣手把手
的指导下，记者做得很顺利，
信心大增，于是又举起铲刀，
想用刀刃把串在竹签上的里
脊肉“刮”下来。王荣眼疾手
快，立即阻止记者。看到记者
不解，王荣解释道，刀刃太锋
利，这可能刮下竹片竹屑，会
被客人吃到肚子里。王荣说，
吃东西第一就是要安全放心，
其次才是追求口感。她购进
的所有食材，都要供货方提供
检测报告，炸东西的油也从来
不过夜。只有凭良心赚钱，晚
上睡觉才安稳。

将里脊肉、肉肠、黄瓜、
葱、香菜热好后，记者在铁板
上放上两张饼皮，撒上胡椒粉
和盐，抹上特制的豆瓣酱，将
饼皮卷一卷，一个鼓鼓囊囊的
鸡蛋饼就做好了，看着就让人
垂涎三尺。

“做鸡蛋饼其实不难，难
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起早贪
黑。”王荣告诉记者，她是徐州
人，20多年前和丈夫背井离乡
来到常州。最初她在清潭中

学门口炸油条，一年以后开始
做鸡蛋饼，这一做，就再也没
有改做其他。“每天凌晨 4 点
多就要起床，这份苦，现在的
年轻人是吃不了的。”王荣说，
她和丈夫一大早就要摊几百
张饼皮，还要炸里脊、烤肠，刨
黄瓜丝，切葱、香菜⋯⋯早晨6
点准时开门迎客。忙忙碌碌
一上午，草草吃完午饭后又要
摊饼皮，为下午营业做准备。
晚上 7 点半打烊，夫妻二人回
到家后，都累得瘫倒在床上，
一动也不想动。

辛苦付出终有回报。鸡
蛋饼物美价廉，顾客源源不
断。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收入
也很可观。多年前，王荣就在
常州买了房，就此落地生根。
如今，她的大女儿在外地结了
婚，生活幸福；小儿子在常州
念书，一家人过得平淡安稳。

2021年11月，“王荣鸡蛋
饼”从清潭中学附近搬到如今
的地方，老顾客追在身后跟
来，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有位老顾客还是小姑娘的时
候，就来吃我的鸡蛋饼。如今
她儿子都 18 岁了，还是隔三
岔五地来。她说鸡蛋饼的味
道几十年如一日，让她吃也吃
不够。”王荣对记者说，在悠长
的岁月中，她和周边街坊早就
成了家人和朋友，许多大姑娘
和壮小伙步入婚姻殿堂时还
会给她送来喜糖，让她也“沾
沾喜气”。当年四五十岁的大
叔大婶，如今也已白发苍苍，
可他们还是照旧亲昵地喊着：

“丫头，来摊张饼。”
上午 11 点多，记者和王

荣挥手道别。王荣的话语也
不断浮现在记者的脑海里。
她说，通过自己的劳动，能让
大家吃饱吃好，开开心心地上
学上班，就是这份工作的最大
意义。

做鸡蛋饼不难，难的是天天起早贪黑

王荣（左）手把手教记者做鸡蛋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