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寿寺小学退休教师

人们常常把教师誉为 “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 在传道授业解惑的道路
上， 他们以学识为梯、 丹心为烛， 传
承文明 ， 启迪智慧 ， 成就学生的同
时， 也实现了自身的升华。 全国先进
工作者、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首都劳
动奖章获得者……一位位 “劳模” 教
育工作者从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

又逢一年教师节， 让我们向他们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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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李素静

□本报记者 张晶

陈铁苹

让数学平均14.8分的
“差班”完美逆袭

她教的二年级小学生
年阅读量达1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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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白家庄小学教师

全班有26人没考上初中只能复读， 数学平均
分14.8分， 其中7人0分， 这就是北京市特级教师
李素静调入成寿寺小学后接收的班级。 面对困难
她迎头而上， 没有放弃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学生，
一年后创下让人吃惊的 “战绩”。

李素静1936年出生， 1956年进入丰台区教育
系统工作， 曾经在多所农村小学执教。 “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 这是她的教学理念， 也将之付诸行
动。 她会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教案， 甚至自编教
材， 寻找适合农村校学生的教学方法， 对学生总
有无尽的耐心和责任心。

1958年， 她来到大红门中心小学任数学老师。
仅仅一年所教的两个班就在全市统考中考出98.7
的平均分， 获全市第一名，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考
察团来校取经， 这时的她初出茅庐， 刚过22岁。

1979年， 本已在学校取得佳绩的她没有原地
踏步， 而是主动申请， 调到当时教学质量较差的
成寿寺小学， 教毕业班的数学课。 这个班有没考
上初中的复读生26人， 平均分只有14.8分， 其中7
人0分， 让老师和家长很挠头。

遇到困难撒手放弃不是李素静的性格。 她办
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她的座右
铭： 爱学生一颗诚心， 了解学生非常细心， 教育
学生十分耐心， 为学生服务一片热心。 面对班上
学生的情况， 她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 首先进行
了仔细的摸底， 了解清楚每个人的实际问题， 然
后因材施教， 自行调整教材和教学进度。

既然学生基础奇差， 她就从基础入手， 把知

识掰开揉碎了反复说， 再三强化巩固。 除了课上
认真教学外， 她还利用课下时间， 为学生单独开
小灶， 坚持传授知识 “天天清”， 问题不过夜。 为
此， 她中午没有空闲休息， 不是批改作业就是答
疑， 晚上放学后也几乎没有按点下过班， 有时周
末都会搭进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年后 ， 奇迹出现了 ：
班级统考平均成绩提高到64分， 学生全部考上中
学， 孩子们沸腾了， 家长们沸腾了。 她的先进事
迹和教学经验很快传遍全国教育界， 成为同行们
学习的榜样。

1987年暑假， 她跟随首都教师慰问团去老山
前线慰问， 听说了屡建战功的某部政治处主任戴
钱鑫带着5岁孩子参加战斗的事迹。 得知其爱人患
有严重疾病无力照顾孩子， 在得到孩子父母的允
许后， 她带着非亲非故的小明德回京抚养， 不仅
帮他进入蒲黄榆第一幼儿园， 晚上还接到自己家
里， 一照看就是两年多。 在她的带动下， 单位同
事和幼儿园的老师纷纷加入照顾小明德的行列。

在36年的教育生涯中， 她先后获得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30多个荣誉和
称号， 即使退休后依然难舍讲台。

你可能很难想象， 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 每
年的读书量能达到1000万字， 但这件事却真切地
发生在朝阳区白家庄小学。 在2016年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 该校教师陈铁苹的带动下， 通过家校
携手的方式， 她所在班级的学生每天坚持读书，
读书量可谓惊人。 “我希望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读
书的习惯， 因为不论这些孩子今后走上什么岗位，
读书都能让他们受益终生。” 陈铁苹说。

去年， 她开始带一个一年级的班， 希望以此
为起点， 帮助学生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 为此 ，
她积极向家长介绍读书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 “亲
子阅读” 的理念， 让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书。

开始阅读并不难， 难的是长期坚持。 为了能
让学生坚持阅读， 陈铁苹没少动脑筋。 “一开始孩
子的积极性很高， 可时间久了就会疲沓， 不愿意
读了。 于是， 我就建立了一个家长微信论坛， 让
大家在这里互相交流阅读心得。 有的家长会说他
在亲子阅读时遇到的困难。 这时， 就会有其他家
长出来给他支招， 介绍自己的经验。” 陈铁苹说，
微信论坛十分热闹， 大家互通有无， 互相鼓励。
“一位家长曾对我说， 他和孩子一起读书时遇到的
所有阻碍， 都在论坛里找到了破解之法， 他觉得
论坛就像淘宝网一样， 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与此同时， 陈铁苹还在班级中建立了阅读打
卡制度。 她动员家长将孩子每日阅读的情况发到
朋友圈， 比如孩子今天读了几页书， 用了多长时
间， 当天的阅读心得有哪些等。 “对孩子来说，

这既是一种记录， 也是一种激励。 看到有那么多
人在朋友圈中给自己点赞， 孩子们就会觉得动力
十足， 自觉自愿地把阅读当作每日的必选项。” 陈
铁苹说， 有的学生生病了， 吃完药身体刚好一点，
就会要求家长和他一起读书； 有的学生放假出去
玩 ， 在装行李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带上书 。
“我会特意在班里大力表扬这样的孩子， 这对其他
孩子来说无形中就是一种激励。 现在， 我们班里
的读书氛围很浓， 大家都在互相比着读。”

此外， 陈铁苹还十分注重让学生们从课内走
向社会大课堂。 “我会组织学生开展探究性课题
研究。 目前， 我们的课题是 ‘行走中轴线’， 班里
的孩子分成小组， 可自主选定研究方向。 有的小
组选择研究钟鼓楼的钟， 有的小组选择研究古代
建筑颜色的变化， 都很有意思。” 陈铁苹说道。

通过平时点点滴滴的活动， 陈铁苹让教育深
入到了孩子们的心里， 让孩子们的每一天都充满
阳光。 在担任教师的这26年中， 她始终坚持在小
学教育的第一线， 严谨治学、 勤于积累， 敬业奉
献， 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凭借优异的工作成
绩， 她本人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 “紫
禁杯” 优秀班主任特等奖和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