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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雅静：有一种责任叫“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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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人!冯雅静

任教学校!鸣珂巷幼儿园!奔牛实验

幼儿园

任教科目!艺术

年龄!

!"

教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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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评说! 冯雅静是一棵松"#咬定

青山不放松$"好学和执着"奋发向上"凡

事力求完美% 她是一株桃"#春葩含日似

笑$"她诲人无数"悉心教导"娓娓道来"

含笑春风"言谈随和"让人如沐和煦春风

之中% 她是一盏灯"#知人者智" 自知者

明$"不断突破工作中的颈瓶"寻找智慧

方法"调适不同心理状态"帮助自我和他

人克服心理堡垒"获得战胜自我的良方&

———俞莉（钟楼区幼教管理中心）

常州市鸣珂巷幼儿园冯雅静园长，

是常州市幼教条线上第一位省特级教

师、第一位幼儿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全国首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获得者、全

国优秀校长、江苏省幼儿教育先进工作

者……众多的光环背后，是孜孜不倦育

人、踏踏实实工作的忘我精神。

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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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冯雅静成为武进县奔牛

实验幼儿园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作为一

名新教师，她不仅要负责一个
)"

多人的

班级，而且经常承担对外公开教学活动。

为了上好公开课，忙碌了一天的她，常常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备教案，制作教

具，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教态。不论

时间有多紧，任务有多急，她都克服一切

困难接受挑战。
$&&(

年，
!*

岁的她担任了

武进奔牛实验幼儿园园长、党支部书记

职务。
!+")

年
&

月担任常州市鸣珂巷幼儿

园园长。
!""*

年在新北区创建民办天润

幼儿园。这一路，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地走过来；这一路，多少个夜晚她挑灯

夜战、勤学苦练。闻鸡起舞早耕耘，废寝

忘食苦学习，是她真实的生活写照。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为了孩子们更好的发展，冯雅静任

园长后，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学会一种乐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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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岁的她虽身兼多职，毅然

从零开始带头学习古筝。她每天晚上坚

持练习古筝两个小时，从未间断。四年

后，当年近
,"

的她进入古筝十级考场时，

精湛的琴艺，震惊四座，所有的评委都深

表佩服。她顺利通过了南艺古筝十级考

核鉴定，成为全园专业技能最高的老师。

她还坚持忙里抽空担任青年教师和学生

的古筝教练，经她辅导的学生，有三十多

人通过了古筝三至十级的考试，多人荣

获全区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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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还利用工

作中的点滴时间刻苦学习，通过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考试，成为全市校长

队伍中首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春雨润物细无声

优秀的教师团队是幼儿园发展的命

脉。在团队建设过程中，她凡事身先士

卒，以个人魅力深深影响、教育着身边的

每一个人。她甘做教师成长的垫脚石，花

费大量时间，帮助教师成长，手把手的指

导她们上好每一节课。为帮助奔牛实验

幼儿园周丽芬老师上好区公开课，她连

续多日听试教，从表情到动作一一示范。

作为常州市“冯雅静名师工作室”的领衔

人，她尽心尽力地组织活动，用她特有的

聪慧、细致让“冯雅静名师工作室”鹤立

于常州名教师工作室之林，并获得首届

常州市“优秀名师工作室”称号，常州许

多幼儿园都受到了“冯雅静名师工作室”

的辐射影响。

冯雅静名师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秉持#博学"慎思"笃行$的教

育理念"追求自由'和谐!开放和创造的

教育状态"读书学习重积累"教学研讨促

提高" 专题研究明思路" 讲座辐射共成

长(工作室成员在业务素养'综合能力等

方面取得了很大提高"分别获得)市德育

先进工作者' 幼儿园首届优秀员工评选

*骏马奖$' 市教育局年度考核优秀和嘉

奖'市教育系统新长征突击手'武进区优

秀班主任'新北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奔牛

镇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名师感言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有一种责任叫

付出%有一种胸怀叫忍让"有一种快乐叫

工作"有一种收获叫舍弃"有一种变化叫

成长+,我坚信) 以生命的绿色答复对

生活的谢意" 用旺盛的精力书写对人生

的追求"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在平凡中追

求卓越-

机电学院：与如皋市高明镇签约
! ! ! !

本报讯 机电学院与如皋市高

明镇产学研合作启动仪式日前举行。

双方就校企科技项目对接、科技成果

转化、产品推广、学生实习、人才引进、

员工培训等内容达成协议，签订了产

学研合作协议书。高明镇聘请该院汽

车系主任周洪如担任高明镇的汽车产

业发展顾问，为他们的汽车配件企业

发展做“军师”。据了解，镇政府与高校

对接，在如皋市尚属首次。.晓敏/

省常中：国际信息奥赛夺金

! ! ! !

本报讯 第五届亚洲与太平洋地

区信息学奥赛
-./0!+$$

近日在中国

人民大学落下帷幕，省常中高二
1&2

班

王轩同学以中国赛区第一名的成绩摘

取金牌。据悉，我市共有省常中、常州

一中的
$,

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与

(!"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

技，此次参赛的人数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此次比赛中，全国共两名

学生获得金牌，另一位学生来自南京

外国语学校。这也是省常中继金斌同

学之后第二次夺金。
%

吴涛 刘高平
&

河海大学：雕刻家汤友常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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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日，河海大学常州校

区邀请著名雕刻艺术家汤友常先生为

师生作了题为“锁定第一 享受超越”

专题演讲。

汤友常创造了二十一项世界吉尼

斯纪录，集“世界雕刻之王”和“世界陀

螺之王”之美誉于一身。讲座中，他介

绍了非凡的人生经历。“爱要有能力”、

“永争第一，超越自我”、“追求精神财

富，淡薄个人名利”等经典语录，十足

的信心、狂野和霸气的性格以及“静如

处子，动如脱兔”的鲜明个性特征给师

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互动环节，他精

彩睿智的话语让学生受益匪浅；一声

狮吼，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十几次热烈

的掌声代表了师生对他的敬意。他的

讲座展现了个人超凡的魅力，更体现

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精神毅

力成为学子们努力拼搏、不断奋斗的

榜样。

汤友常把讲课金当场捐赠给了河

海大学若水励志助学基金。.赵蓉/

正衡中学：百名学子现场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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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正衡百名学生现场书画

创作比赛日前举行，比赛持续了一个

小时。参赛作品汇集各种画风，有中国

风的江南水乡、玉兰花等水墨画作品；

也有广大学生喜欢的动漫形象如柯

南、黑执事等；还有严谨精细的素描、

色彩绚丽的水粉画、工整精巧的硬笔

书法等。全面展示了该校在艺术教育

方面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该校校园

文化建设的特色。 .岳敏/

无锡机电学校来常拜荆川

! ! ! !

本报讯
$,

日，由上海唐君远教

育基金会支助的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
%"

名学生，慕名来到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州荆川公园，

缅怀抗倭英雄唐荆川，拜谒了唐氏宗

祠，向唐荆川墓敬献了花圈，在唐荆川

文像、武像前拍照留影。

唐君远先生是明代抗倭英雄唐荆

川嫡系后裔，我国纺织界著名爱国实

业家。
$&'*

年在上海设立奖学金，奖

励优秀学生，后由其长子唐翔千先生

将基金会扩大为“上海唐君远教育基

金会”。目前该基金会已向无锡机电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捐赠了
!"""

多万元

人民币。常州荆川武术馆、东青幼儿园

师生闻讯后齐集荆川公园陈渡草堂，

为来宾表演了精彩的阳湖拳、板凳拳。

书法家、常州印社社长周仰谷现场题

写了“抗倭英豪”，赠予无锡机电学校。

荆川武术馆馆长李邢飞向该校捐赠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阳湖拳》、

《唐荆川研究》、《扬州唐襄文公祠记》

（点校本）。 .乡韵/

轻工学院：为国际车模化妆
! ! ! !

本报讯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

汽车工业展览会日前开幕，常州轻

工学院艺术设计系理颜形象社优秀

社员代表陆凡凡同学应邀赴会，参

加本届车展模特化妆工作。本届车

展历时
&

天，陆凡凡同学全程参与，

主要负责车展模特以及演员、礼仪

人员的化妆、补妆、跟妆等工作。她

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商家的

一致肯定。据了解，理颜形象社多次

受邀参加社会服务工作，之前应邀

为
!"$$

上海安莉芳发布会秀场模

特进行设计造型。该社团因独具特

色，在华东地区形象设计界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 .陈浩 青轩/

又讯
!"$$

“神州视景杯”第三届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饭店服务）大

赛日前在济南落幕。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

名选手参加了中餐宴会摆台、西

餐宴会摆台、中式铺床、鸡尾酒调制以

及团体项目———饭店情景剧表演的比

赛，获个人项目三个一等奖，一个三等

奖，徐丽同学夺得中餐宴会摆台一等

奖，许丽丽同学夺得中式铺床、开夜床

一等奖，罗康同学夺得鸡尾酒调制一等

奖，黄伟同学夺得西餐宴会摆台三等

奖。同时学院还获得优秀组织奖，总成

绩综合排名列
$%!

所参赛院校第五名，

位列江苏省参赛学校之首，成为本届大

赛中的一匹黑马。 .邢凯岭 青轩/

建东学院：辩论赛常州夺冠
! ! ! !

本报讯 “捭阖
!"$$

最佳拍档

辩论挑战赛”常州赛区辩论赛近日

在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东方学院举

行，来自本市六所院校的
$!

支队伍

参加了本次比赛。最后常州建东职

业技术学院辩手略胜一筹，夺得常

州赛区总冠军。

据了解，该学院郭旭、吴柏潼两名

同学暑期还将代表常州前往北京与全

国其他省市的优胜队一起参加辩论夏

令营活动。

.杨维忠 建团宣/

博小：潘雪琪荣获全国一等奖
! ! ! !

本报讯 由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

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和《小学数学教育》

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全国第十届深化

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观摩交流会”传来

喜讯，博爱小学潘雪琪老师一举荣获

全国一等奖。

潘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数

学教学中创设密切联系生活实际的问

题情境，激发儿童探究知识的兴趣，

!""&

年和
!"$"

年分别获得常州市优

质课比赛一等奖，让学生在数学学习

活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体

验成功的喜悦和学习的快乐。

.沈琛/

每天讲一个故事
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周光琴

! ! ! !

孩子们个个爱听故事" 生动的故事

是一部可供借鉴的*历史$& 当学生犯了

错误或出现不良倾向时" 我们不妨讲述

相关的故事&用故事感化学生"胜过千百

次的批评& 学生对大道理往往是不理解

或听不进去"然而对故事却很感兴趣"用

讲故事的方式来教育他们" 让他们慢慢

明白其中的道理"效果会更好&

在讲故事之前" 一定要揣摩学生的

心理" 然后尽量选一些故事中的主人公

与学生当前心理相似的故事" 这样学生

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感觉故事

中说的就是自己" 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

效果&

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 由于生活'学

习习惯和幼儿园不一样"他们上课不能专

注"坐正几分钟"就坐不住了"有的东张西

望"有的开始翻学习用品"有的要喝水"有

的要上厕所++尽管老师用表扬'加星的

方式激励孩子"有时还不管用"这时我就

想到了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学生&孩子们

听老师说要讲故事"顿时来了劲"个个坐

得端端正正&*从前"有两个学生跟老师学

下棋"一个学生上课可认真了"一边听一

边看老师在棋盘上布子"有不懂的地方还

要问上几句& 另一个学生呢"听着听着就

走了神"好像看到一只美丽的天鹅正从远

方飞来& 他想)要是用弓箭把它射下来该

有多好啊- 想着想着"双手不由得做出了

拉弓射箭的动作"老师多次提醒他注意听

讲"可他只听了一会儿"又想别的事了& $

讲到这"我故意停下来"孩子们迫不及待

地问)*后来呢0$我让孩子们猜猜&孩子们

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认真听的小朋友学

得好& 我笑着说)#对"后来他成了有名的

棋手&$#另一个小朋友呢0$孩子们说)#他

肯定没有第一个小朋友好& $#对"他的棋

艺一直没有多大长进&$我认真地说&我问

孩子们) 这两个学生同样跟老师学下

棋"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0 孩子们议论

开了)一个认真听讲"一个想其它的事&

我点点头高兴地说)#对了"认真听讲的

小朋友就叫1专心致志2"不认真听讲的

就叫1三心二意3& $我随即在黑板上板

书这两个词语"领大家读了两遍"并在

这两个词语的旁边画上 *笑脸 $和 *哭

脸$& 我提高嗓门说)*1专心致志2就能

跟老师学到真本领"1三心二意2什么也

学不成& $我笑着问)*你要做哪种学生

呢0 $话音刚落"孩子们的小胸脯挺得高

高的" 小眼睛盯着老师好像在说)*老

师"我要做个专心致志的好孩子"争取

得到1笑脸2& $

看到孩子们为了点点小事" 相互争

吵" 我就讲团结友爱的小故事 4三个和

尚5'4蚂蚁搬家5等%有的孩子学习上遇

到困难"甚至失去学习兴趣的时候"我就

讲4宋濂的故事5'4刺骨悬梁5等%当孩子

们不大愿意为班集体做好事的时候"我

就讲 4雷锋的故事5'4草原英雄小姐妹5

等&当我捧起书读的时候"孩子们听得认

认真真& 下课了"还要来翻翻我的书"问

我在哪儿买的" 识字的小朋友就拿着去

读了&更多的时候"我就讲我原班上优秀

学生的故事"并请他们到班级里来"这下

孩子们更高兴了" 拉着大哥哥大姐姐的

手"问东问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孩

子们看得见"摸得着"对大哥哥大姐姐非

常崇拜"学起来有目标"有劲头&

我每天讲一个故事"孩子们从故事

中得到了乐趣"明白了道理"还培养了阅

读的兴趣&

春意丹麦深呼吸
"""丹麦教育交流散记

! ! ! !

应丹麦颂德堡
-34

高中邀请，近

日，我们市二中教师访问团开展了为期

$"

天的丹麦教育交流。我们深刻体验到

了丹麦高中教育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

视，丹麦师生和谐平等的课堂交流氛围。

令人留念的那些人
第一天看见皮米勒校长，他正拿着

一摞碟子行色匆匆，原来他正忙着布置

会议室，迎接我们代表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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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共有教工五十多名，其中有十位工

人，但没有负责会议接待的人员。在当天

的活动中，一直是皮米勒校长陪着我们

参观校园、听课、午餐、与教师交流。他一

个人忙前忙后的身影让我们都感觉到他

是一位亲力亲为的校长。第二天有一场

欢迎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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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每个月都有一次全

校师生集会，完全由学生组织策划。在学

生们的精彩演出后，皮米勒校长身穿黑

带空手道服与两位学生一起上场。他在

舞台上全情投入于表演，当他与学生配

合表演时，眉骨被木板扎破血流不止，他

仍然坚持将空手劈砖节目表演完，全场

师生被深深感动，掌声欢呼声经久不绝。

马丁先生是一位物理老师，我们不

仅观摩了他的课堂教学，还拜访他的家

庭。在他的家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收藏

品：一大摞参赛证，是他多年带领学生参

加各种比赛的指导教师证书，包括参加

5-4-

（美国宇航局）组织的中学生竞赛；

一个近四米长的土星五号火箭模型，这

是他用五年时间亲手制作的模型，他将

全部制作过程放在了自己的专题网站

上；还有一副美国宇航员戴过的真品手

套。

印象深刻的一些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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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我们听了物理、生物、

英语课以及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主题的

综合课。课堂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重

视学生自主思考与表达。老师们都放手

让学生围绕主题讨论系列话题，通过师

生智慧的碰撞，学生自己分析得出结论。

上课时间是一个小时，学生独立学习讨

论时间就有三十到四十分钟。学生自主

获得知识的能力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

生表达欲望强烈。在我们高中课堂上很

少见的举手发言在丹麦的高中教室里却

是普遍现象，每堂课学生举手发言都非

常热烈积极。其二，重视回归生活。比如

我们观摩的生物课。教学内容是心脏结

构与血液循环，在课堂中教师与学生共

同讨论分析了一个血压变化曲线后，将

课堂主要时间留给学生，让他们绘制不

同场景下人体血压的变化。学生们学会

了正确使用血压计，并不拘一格创设情

景测量血压，如爬两层楼梯后血压，站立

时血压，平躺时血压等等。课堂中随处都

可以观察到学生们的奇思妙想。

高中课程设置与我们大体一致，高

一第一学期是基础课程学习，第二学期

起尊重学生个人选课志向进行专业选

择，类似于我们在高二开展必修选修的

分班。学生分科时选择的组合非常自由

多样，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即使选修班

级的学生不足十人也开设班级。因为丹

麦终身教育完全是免费的，没有升入大

学的竞争压力，学校教学没有高考压力，

所以学校教学不追求升学率，而追求学

生个性化的成长，创造力、动手能力、表

达能力的培养。

每位教师都担任两到三门学科的教

学任务，学科跨度很大。为了胜任教学，

老师们都很重视自我专业的学习研究。

有一种综合课程，它由不同学科的教师

共同围绕一个话题开展教学。比如围绕

工业革命开展的综合课，物理老师在物

理课堂上讨论热气机原理，英语老师在

英语课堂上讨论工业革命时期的诗歌，

历史老师在历史课堂上讨论工业革命的

过程与价值等。这些由学校自主开发的

综合课每学期都围绕一到两个主题进行

教学，这种教学让学生全方位了解某一

内容，体现了学科间的渗透。

学生必须自主控制学习状态。由于

选修不同课程，学生学习的课表有差异。

下午三点钟，有的同学完成一天的学习

回家，而有些同学背着书包正走进学校

上学。学生上课讨论研究时随意进出教

室的现象非常普遍，老师尊重他们的需

要不进行干涉。上课时，手提电脑是学生

必备的学习用品，学校并不干涉学生使

用手机。学校里有一项师生都遵守的潜

规则：谁的手机在课堂上响了，就要给全

体师生每人买一份蛋糕表示歉意。在这

样自由的课堂里，自控能力弱或者学习

能力弱的学生就会掉队。学生两级分化

的现象比较普遍。对于学习困难的同学，

如果自己有需要，老师也会帮助你补习，

但前提是你真的想学习。对于不愿意学

习的学生，他们自己可以调整选课，选择

技能类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学生自主选

择的权利很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

断学会为自己做出选择。 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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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雅思启动免费模拟考试

! !

雅思考试每月都会有数场考试，

常州周边只有南京、上海、苏州、安徽

地区设有考场，雅思报名费用高达

$%%"

元。记者了解到，环球雅思从本

周起在常州分时段开设一场雅思模拟

考试。考题由环球雅思教学部权威打

造，模拟正规考试流程，考后
$"

个工

作日在网站公布成绩，并特请一线名

师点评，整个过程实行免费。

本活动自
!"$$

年
%

月
$%

日起正

式启动，首期考试时间为
%

月
!$

日。

名额限定
!"

人。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