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 一
个老师 ， 碰到活多心烦时很正
常， 要靠对教育执着的爱来缓解
调 剂 ， 凭 借 师 德 来 开 展 工 作
……” 本月中旬， 丰台区芳星园
中学嵇文红名师工作室正式开
班， 该校数学教研组长、 北京市
特级教师、 2018年北京市师德先
锋嵇文红讲述了自己从教30年的
心得。 原定6名学员， 可到场的
达到10人， 青年教师王雪边听边
记， “这些绝不是空话， 嵇老师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坚持的。”

普通校起步 赢得市
区累累荣誉

嵇文红的父母都是老师，从
小耳濡目染。 1988年踏入杏坛，一
直工作在普通校的教学一线。 凭
借在学科方面的突出表现， 她被
聘为“国培计划”———初中数学学
科特邀专家、 北京市名师课堂主
讲教师， 多次承担北京市多媒体
数字学校BDS教学录制工作 ，主
讲“北京市百节名师风采课：一次
函数的性质”，由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音像出版社出版， 并在全国发
行； 连续多年被北京市聘为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评委。

她连续16年担任丰台区中学
数学学科兼职教研员， 受聘为丰
台区骨干教师创新杯大赛、 青年
教师微课比赛等基本功比赛的指
导教师和评委， 是丰台区中学高
级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丰
台区首届专家委员会中学数学学
科专家及丰台区中学数学学科命
题组成员， 参与区初中期末考试
和初三模拟考试的命题工作。

她先后获得北京市紫禁杯优
秀班主任一等奖、 北京市优秀教
师、 北京市初中新课程教师教学
基本功展示活动数学学科一等奖
等荣誉， 被评为北京市学科教学
带头人、北京市特级教师，现兼任
北京市丰台区数学学会副会长。

成长为学科名师的
秘诀是勤思多学

从普通校出身的教师成长为

学科名师， 为全区、 全市的数学
同行上研究课、 示范课， 台下坐
的很多人来自示范校， 嵇文红底
气十足， 秘诀就在于30年如一日
的勤思多学。 她喜欢在专业上下
功夫， 钻研教材教案， 听课听讲
座、 参加各种竞赛活动， 一步步
打磨业务， 设计课堂独特之处，
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下午五六
点下班是常事。 同时， 区里教研
员搭建了各种展示平台， 提供进
修机会， 让基层教师从主听变成
主讲， 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比如新课标里讲 “统计概率
的实施”， 她负责作全市公开课。
为上好课， 她会找来各种相关资
料阅读， 再和专家交流， 听取他
们的意见， 细致到每句话、 每个
字眼都要抠。

刚进芳星园中学时， 她是全
校最小的教师， 身边同事大多已
四五十岁， 老校长教她 “要抬起
头教书， 不要低头走路”， 她至
今铭记。

指引学生获得市级
大赛一等奖

嵇文红认为教育是塑造学生

心灵的艺术， 只有教师的无私奉
献， 才能培育出学生高尚的思想
品格。 担任年级主任、 班主任工
作20年， 经她调教发生转变的学
生不计其数。

2016级学生小含小升初时没
有进入心仪的学校 ， 心理落差
大， 在班里表现松散， 对什么都
无所谓。 嵇文红却没有忽视他，
认为要发现他的闪光点， 帮其制
定好人生规划， 于是找各种机会
与小含谈心。 一次开运动会， 小
含坐在角落里发呆， 她就坐到他
身边和他聊天。 说着说着， 小含
哭了， “老师， 只有您能走进我
心里”。 此后， 小含的态度明显
转变， 后来当上了数学科代表，
今年去了新加坡读书， 人生翻开
新的一页。

学生昝睿很聪明， 日常教学
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 课上 “吃
不饱 ”， 嵇文红就给他开小灶 ，
建议他多学课本以外内容， 还给
他讲编程。 在她的鼓励下， 昝睿
带着几个同学成立创新思维小
组， 利用数学知识编写计算机程
序， 制作出鹦鹉机器人、 中华龙
机器人， 后来在北京市信息技术
创意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嵇文红的钥匙链上挂着3只
小青蛙挂件， 是学生送给她的，
被告知这是当下最火的 “旅行的
青蛙”。 她在网上搜寻了解到青
蛙的含义， 觉得这个可以结合教
学， 就在课堂上正面引导， 激励
学生像小青蛙一样学会记录、 积
累、 反思。 “希望你们20年后能
寄给嵇老师明信片， 写着你们对
人生的思考。” 一串挂件被她赋
予了深刻含义。

30多名徒弟成长为
丰台近20所校骨干力量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
春满园。 多年以来， 嵇文红都乐
于把教育教学经验分享给同事。
在同事为学生的反馈不积极感到
沮丧， 出现职业倦怠感时， 她告
诉他们： “学生反应不热烈， 要
想想自己的学科核心素养是否没
讲到位 ？ 课堂是否能吸引人 ？”
在刚进校的年轻人找到她诉苦，
抱怨学生为难自己时， 她安慰对
方 ： “你得感谢学生对你的刁
难， 这样才能让你成长。 如果老
想着这个学生总气我， 不就和他
站在一个位置上了？” 一席话让
对方破涕为笑。

10年以来， 她带出一拨又一
拨徒弟 ， 她的 “教师要传授知
识， 更要教给学生们做人做事的
道理 ， 与家长一起帮助孩子成
长” 教育观影响着他们， 指点迷
津， 推动职业成长。 她被十八中
左安门分校、 东铁匠营二中、 佟
麟阁中学等多所学校聘请为数学
学科指导专家， 通过导师带教方
式带出的30多名徒弟已经成长为
丰台区近20所学校的骨干力量，
有的已经获得丰台区骨干教师、
区骨干班主任、 区青年新秀等称
号， 并在北京市德育渗透数学课
程大赛、丰台区师慧杯、区创新杯
大赛中多次获奖，让她特别欣慰。

王雪2013年来芳星园中学工
作， 拜嵇文红为师， 虽然一个教
语文， 一个教数学， 却丝毫不妨
碍她向师傅学习。 刚上讲台， 没
有经验的她倍感焦虑， 和学生、
家长打交道都有点发憷， 是师傅

带着她一点点适应， 逐渐树立信
心 ； 被人刁难 ， 是师傅挺身而
出， 亲身示范正确的处理方法，
不让她一个人落单。 为辅导王雪
参加市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展
示比赛， 嵇文红每天跟她一起准
备， 从知识点切入、 整体设计课
标到课堂表现 ， 一句一句地纠
正， 直到晚上8点才走， 就这样
坚持了半个多月。

王雪当班主任带的班， 学生
却把 “女神 ” 的称呼献给嵇文
红， 让她好生羡慕。 “嵇老师不
仅是我师傅， 还像我妈， 无论是
工作还是生活， 对我帮助都特别
大。” 如今， 王雪工作已得心应
手， 获得了2016年丰台区优秀班
主任称号， 带的班也被评为北京
市先进班集体。

本月， 嵇文红名师工作室正
式开班 ，学校为其腾出一间办
公室，并予以相关条件支持，供工
作室研修活动所用 ，校长希望
借 助数学教研室的活动 ，把其
他教研室工作一并带起来。 工作
室定了6个学员名额，但她欢迎更
多人参加，共同提高，感受教育的
快乐。

在开班仪式上， 不仅数学教
师来了， 还有生物、 语文等其他
学科的教师， 以及过去的徒弟都
到场。 看到这么多信任的目光，
而且要跨学科指导同事， 她的压
力很大， 为此提前准备， 看其他
学科的教材， 制定适合的主题。
“当年我师傅就是无私帮助我的，
我也希望能激发你们的灵感， 走
上专业化发展之路。 请记住， 机
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她的讲述既有自己的思考，
也有她听课时对这些同事的评
价， 再加上对他们开展教学设计
的建议， 理论结合实践， 每个人
都听得津津有味， 不停地在本上
记着。

“师德是教师的职业灵魂，
是教师事业发展的基础， 更是教
师成长的动力源泉。” 在嵇文红
看来， 没有一份工作像教师一样
神圣， 不仅传授知识， 还能改变
他人， 为此她愿奋斗终生， 忙并
快乐着迎来每一天。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丰台区芳星园中学数学教研组长嵇文红
既关注教师的“教”，也关注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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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丙涛 文/摄

两年办理消防手续1200余件
大兴消防支队行政审批受理员姜萌：

有人说：“窗口是一面镜子，
能随时折射出每位工作人员的形
象。 ” 还有人说：“窗口是一个考
场， 每一次服务都会接受群众的
监督和评判。 ”在大兴消防支队行
政审批受理窗口受理员姜萌的心
里，窗口则是她的家，她用热情和
耐心为每一位前来办理消防行政
审批相关事项的群众做好服务。

在窗口工作两年来， 姜萌早
已习惯了早上8点半前开展当天
的受理准备工作。洁净的受理台、
摆放整齐的各种申报、宣传资料，
和她干练的外表， 已成为大兴行
政服务中心一道靓丽的风景。

随着 “放管服” 改革和大兴

区经济建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
大兴消防支队窗口以利民便民为
宗旨， 把让群众 “最多跑一次”
作为最高工作标准， 坚持 “一站
式服务” 的行政审批服务模式。
作为一名受理员， 姜萌知道将各
项制度学透、 吃透， 灵活运用，
才能更快更好地为群众办理相关
业务。 她将学习作为打开工作局
面的突破口， 利用休息时间不断
学习掌握受理工作的各项通知文
件， 并对照工作实际， 加强窗口
受理工作专业化、 科学化、 制度
化、 规范化的管理， 不断提升业
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努力为报审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姜萌坚持对自己高标准、 严
要求， 把服务群众作为窗口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 把群众满意度作
为工作的重心标准。 自全市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以来， 她总是
第一时间将文件精神向群众进行
宣传讲解， 及时收集社会单位和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以此转化为
自己工作的动力。

两年来， 姜萌全程服务了新
机场建设及周边配套工程消防设
计审核、验收，为旧宫世界之花假
日广场、西红门荟聚商场、龙湖天
街等大型综合体、重点工程、民生
工程，集中办理消防设计审核、验
收、开业手续共计1200余件，她的

辛勤劳动促进了一大批项目早开
工、早落地、早投产。 她积极努力
为群众 “办实事、 办好事、 办难
事 ”， 让群众跑路少 ， 耗时少 ，
打造 “高效、 透明、 便捷” 的消
防执法服务体系， 塑造了良好的
消防形象， 让更多的企业和群众
的获得感更加充足。

姜萌为方便视力不好的老年
人买了老花镜， 为带孩子来办理
业务的家长买了画笔， 为急需办
理业务的群众提前预约， 可以看
得出她的心非常细致。 当面对群
众的感谢时， 她总是微笑着回答
说：“我的工作就是为群众做好服
务， 这是我应该做到的。”

嵇文红 (左)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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