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耐心和爱心呵护孩子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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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游向红

做一名能歌者、会歌者、善歌者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教师

北京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园长

随着9月新学期大幕开启， 北京市
第十一中学教师李建东又开始忙碌起
来。 从1986年开始， 李建东从事教师
这个神圣的职业， 一干就是31年。

近20年的班主任工作生涯中， 她
冒着严寒酷暑家访， 长期坚持义务辅
导……在班级管理上， 她把爱心转化
为对学生的尊重， 她的班级多次被评
为市区级先进班集体， 区优秀团支部。
她所带高三毕业班高考成绩优异， 她自
己也因教育成绩优秀而被授予北京市
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紫禁杯” 特等奖。

在教学中， 她潜心研究教材教法、
吃透教材编写意图 。 虽然工作繁忙 ，
但她积极参加并承担多个市区级课题
研究 。 近几年来 ， 她围绕课改理念 ，
先后参与编写 《高中新课程教师教育
系列教材———高中数学 （必修）》 《合
作学习教学策略》 等书， 因教学理念
先进而受到专家的好评。

和蔼、 亲切是李建东留给学生们
最深的印象， 作为一名教师， 她在面
对学生时时刻这样提醒着自己： 应该
建立一种责任加科学再加艺术的工作
意识。 李建东认为， 要给学生足够的
空间， 开发他们自我成长的基因潜质，
教师不仅应该是个能歌者 ， 会歌者 ，
更重要的是应该做个智慧的善歌者 。

在教学中， 李建东也践行着自己的教
育理念。

有一年， 高三寒假过后的第一个
返校日， 李建东走在楼道里正准备打
杯开水， 迎面走来一对学生。 虽然还
是寒冷的冬季， 那女学生却是一身春
装， 旁边的男生身材高挑， 一脸的英
俊， 也是一身春装。 女孩见到李建东
突然停住脚步， 表情略显尴尬。

李建东依旧往前走着， “她是学
生会的干部，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活
泼开朗，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 李
建东回忆， 和这位女生面对面时， 她
送上微笑。 没等开口， 女孩便抢先介
绍说男生是她的表哥， 这时男孩看了
看她， 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经过这次， 李建东开始留意这个
女生 。 李建东发现她有时非常兴奋 、
有时一个人呆坐在那里。 李建东还听
学生们说 ， 这个女生心情变化不小 。
“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十八岁
的大姑娘了， 有人轻轻地叩动了她的
情窦之门了。”

开学后的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了，
这个女生成绩下降的程度把所有的老
师都吓了一大跳， 也令所有的老师和
同学都感到不可理解。 同学们都悄悄
地议论着。 这时， 李建东暗自替她着

急。 “我想我该帮她一下才是。 但是
我还是等了几天， 我应该给她一个思
考的时间与空间。” 几天过后， 李建东
看见女生表情轻松了一些， “她肯定
还有些迷茫。” 于是。 李建东决定找女
生聊聊心事。 为了不给她压力， 李建
东还特意设计了一个邂逅。

晚饭过后， 等女生从饭厅出来的
时候 ， 李建东恰好和她走了个对面 。
“这次她没有躲着我， 而是随在我的身
边走着， 还小声说： ‘老师， 您看我
现在， 真的有点让您失望了。’” 听到
这句活， 李建东微笑着说： “怎么会，
孩子。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
理得恰到好处。 其实有一些特美好的
东西， 可能会因为放错了时间、 地点、
场合， 会影响了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两个人的这次谈话， 很轻松。 李

建东始终保持着微笑， 她亲切又中肯
的话语， 女生听的很入神。 随后的日
子， 女生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投入
到紧张的备战高考的日子中。 高考结
束了， 女生以本届最高分考进了她理
想的名牌大学。 那天她给班上所有的
同学和所有教她的老师每人都买了一
份小礼物。 当她将礼物送到李建东手
上， 说道： “谢谢您， 老师， 您真是
一场及时雨， 一场润物无声的好雨！”
李建东和女生都会心地笑了。

三十多年的教育历程中， 李建东
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2011年，
她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首都劳动奖章；
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对
于教师这个职业， 李建东说她会始终
践行着为人从师之道， 坚守着三尺讲
台辛勤耕耘。

游向红今年54岁， 至今已在学前
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战35年， 现任北京
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园长。 如今正值9
月初幼儿园开学之际， 每每看到那些
萌呆呆的小宝宝们从爸爸妈妈的怀抱
中半信半疑又充满勇气走进老师的臂
弯里， 游向红的眼里就充满泪水。

“在孩子黄金般宝贵的童年中 ，
是我们陪伴他们迈出从家庭走向社会
的第一步， 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
学习建构独特的自我， 是我们陪伴他
们描绘生命的底色！ 唯有最纯的热爱、
专业的态度和素养， 才对得起家庭与
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嘱托。 所以， 至
乐教育是我一直以来推崇和追求的教
育理想。” 游向红说， 她所推崇的 “至
乐教育” 要求教育者尊重并相信每一
个儿童， “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 让
儿童依照自己的内在节律起舞。 至乐
精神让幼教工作者以欣赏的眼光共享
孩子成长的过程， 让他们以敬畏之心
呵护每一朵生命之花！

游向红所在园里， 小班有位名叫
乐乐的男孩， 酷爱玩插片， 不到4岁的
他就能独立插出飞机、 坦克、 水泥罐
车， 双层巴士等。 一天乐乐又创造出

了游乐场的摩天轮， 大家都跑来观看。
可乐乐却不满足地说： “我坐过的摩
天轮是可以转动的。” 他想让摩天轮转
起来。

于是， 游向红和班中的老师们支
持他的想法， 和他一起上网查阅 “汽
车、 摩天轮为什么能转起来”， 并一起
观察研究班里的风车、 园所的三轮车
等转动的原理。 终于， 乐乐找来一根
粗铁丝， 插在缆车的中心部分几经尝
试， 摩天轮竟然真的转了起来！

“从下午开始 ， 一直到晚上8点
多， 乐乐足足拼了将近7个小时！ 我们
老师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他， 连家长都
过意不去了， 说老师工作了一天还没
有吃晚饭。 成功后的乐乐笑了， 对老
师说： ‘老师， 我想请您吃饭！’ 孩子
用真情表达了他对老师默默支持和等
待的感激。 随后几天， 乐乐又开始了
新的探索目标， 他要插出能跑的卧铺
列车……”

游向红说， 幸福儿童源自兴趣动
力与自我实现。 他们就是这样， 用爱
和教育鼓励、 支持着孩子们形成自主
的健康个性、 独立人格以及良好的学
习品质。

“您从2002年担任丰台二幼园长，
之后 带 领 幼 儿 园 一步步 发 展 到 今
天 ， 成为丰台二幼教育集团， 这其中
的秘诀是什么呢？” 记者怀着好奇心问
道。 “要说这秘诀真没有， 有的只是
常年累月的坚持 。 墨子说 ： ‘志行 ，
为也。’ 我始终坚信一点： 不管蓝图多
么美好， 唯有脚踏实地、 竭尽全力才
有可能做好。”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 游向
红始终遵循 “培养健康、 快乐、 主动
发展的幸福儿童” 这一办园理念， 以
“整合、 均衡、 开放、 多元” 为课程定
位， 孜孜探寻 “源于幼儿内在需要的
自主课程” “回归幼儿生活的生活课
程” “适合幼儿学习方式的游戏课程”

“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生命课程”。
“在这过程中， 我们幼儿园陆续

出版了 《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实践探
索》、 《至乐教育案例集》、 《幼儿成
长故事集》 等成果， 近200篇论文在评
选中获奖 ， 园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 ，
实现了园里发展与幼儿成长双赢的局
面。” 游向红深情地说。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 游向红先后
获得全国 “百佳园长”， 北京市三八红
旗奖章， 北京市学习型组织创建先进
个人， 北京市学前教育系统优秀支教
工作者， 丰台区人民教师， 丰台区三
八巾帼先进个人 ， 丰台区优秀书记 、
校长等荣誉称号。 2016年还荣获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