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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

编者按：“女人如花，温柔绽放”。 但对于教育界的女性工作者们来说，在温柔绽放之余，更要肩负起对师生的责任、对家长
的承诺和对社会的担当。 在优质教育均衡改革、办人民满意的学校的社会期望和要求下，教育界的女性工作者们又被赋予了更
多的责任和使命。她们好似又胜似“半边天”，在引领着首都教育的发展，在为师生的更多福祉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时值“三·八”
妇女节，北京晨报记者为您细数石景山区 5 位巾帼女将，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更弘扬着新时代女性精神。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石景山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石景山附属幼儿园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北京市石景山区幼儿园

何英茹：
为建好新学校
“
开疆拓土”

马炳霞：
做学前教育的“导体”

李艳丽：
做“蹲下来倾听”的有心人

左丽君：
坚守源自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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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是在泥里走，虽然
不知道路在哪、脚下还不断有东西
绊着，但还是铆足了劲儿往前走。”
2015年，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石景山实验学校建成，这所开创
石景山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先河的
学校迎来了第一位“掌门人”—
——
何英茹。回忆“初来乍到”的那段时
光，老师们形容她就像“坦克”，不
管路在何方，也要带着老师们“开
疆拓土”趟出自己的一条路。

新课程的质疑……何英茹采取的
办法和对老师的一样，公开办学
目标，接受家长和老师们的检验。
接手教科院附校之前，何英
“好在只用一年的时间，我们
茹是北京市第九中学的一名德育 彼此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何英
副校长，主管新疆班。对于那时候 茹笑称，新学校成立第一年，也就
的她来说，如何立德树人、如何搞 是 2016年的中考，学校大跨越式
好民族大团结是她的工作重心， 前进，收到了各界的点赞。
她所需要思考的问题相对纯粹。
从 2015年开始，她的工作轨迹发 为学校发展学着慢下来
生了变化，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天
在何英茹自己看来，在工作
而降，她的工作变得千头万绪、甚
中，她或许淡化了性别的边界，自
至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己颇有些“大刀阔斧”“粗线条”的
也就是说孩子从接受义务教育开 男性特质。这些对于一所新建校
始就在这儿，直到他们初中毕业， 来说，不谋而合。学校从建校初
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人生观和价 期，教师之间的相互排斥、戒备，到
值观。”教科院附校的建成，让何 现在相互信任、融为一体，其中跳
英茹备感压力，这种压力源于对 过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算
学生、教师和家长的责任，也源于 计，转而变成为他人考虑、为集体
对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未知和对自 着想。这些无不都是何英茹“大而
己的不信任。她告诉北京晨报记 化之”的大气作风所引领的风潮。
如今，学校形成“贯”“ 连”整
者，那段时间，她每天查阅全国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关九年一 合的九年一贯制课程体系，建成
贯制学校的研究论文，从 2003年 “贯”“专”一体的教师队伍，学校
的作品开始，一直到 2015年北京 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渐渐有了
起色。此时，向来“大而化之”的何
市相关政策和解读的文件。
即便如此，何英茹对需要解 英茹也有了细腻的心思。说起这
决的问题和即将面临的挑战仍旧 3年间，令她触动最深的一件事，
毫无头绪。“当时想得最多的，是 何英茹直言是 2016年的那次元
怎么完成师生的平稳过渡，怎么 旦联欢会。“开完联欢会后，女老
让师生更好地融合。”这也是九年 师们一个个过来拥抱我然后转身
一贯制学校都会面临的最大难 就走了。”这个举动让何英茹顿时
题。但留给何英茹的时间并不多， 觉得自己的坚持和最初的艰辛都
她需要在第一年完成学校整体的 是值得的，她也越来越感恩这份
体制改革。半年时间里，她开始马 工作为自己带来的收获与成长。
不停蹄地找每位干部、老师沟通， “做了校长之后，我才渐渐意识
在了解教师需求和个人情况的同 到，成绩、荣誉都不是最重要的，
时，也交换自己对用人的要求，双 只有信任才能创造奇迹，这个力
向选择后，决定一些老师的重新 量太可怕了。”
这些收获与幸福感让何英茹
任用。于是，在半年后，全校从副
校长到一线教师全部重新聘用。 开始学着放慢脚步，在为大局着
“我们重新选聘干部，主任没有撤 想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到个体。
职只是调换部门，然后由主任重 “现在学校发展得越来越稳定，我
新选聘教师。”如今一语带过，但 反倒有点失眠了。在每做一个决
只有何英茹知道，最初只为一个 定前我都比以往更慎重、考虑得
小小的决议，需要上下跑几个来 更周全，希望能为这么好的团队
回做老师们工作的艰辛。与此同 创造更大的价值、搭建更好的平
时，还有家长的质疑——
—对新建 台。”何英茹说，这或许就是她最
校的质疑、对教学质量的质疑、对 幸福的“牵绊”。
一往无前的“
探路者”

手把手为青年教师做保
教示范、一对一帮助教师申
报并完成市区级课题、两次
奔赴新疆和田传教授业……
在别人眼中，马炳霞就像一
根燃烧不尽的蜡烛，用自己
35年的幼教经验和理念照
亮他人、埋首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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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让老师们在研究中学习方法、
积累经验、解决问题。“比如，老师
们普遍反映不知道怎么指导班级
1983年成为幼教队伍中的一 游戏活动。”经过课题的申报和研
员，在 35年的幼教生涯中，马炳霞 究，老师们渐渐掌握从观察、发现
身上的角色先后发生了多次转 问题，到分析再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业务副园长、到教研员再 和步骤。近 5年内，园所共立项 7
变——
到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石景山附 项市区级课题。课题之外，马炳霞
属幼儿园园长、书记，北京市特级 还积极鼓励教师们参加市区级各
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辛 类大赛。“在大赛前，我会和老师们
勤育苗先进教师等。角色的转变带 一起设计活动、备课，观看活动、评
给她的是对学前教育事业愈发深 课，反复帮助他们修改教案。”在课
厚的热爱和对孩子更加深入的了 题、大赛“双管齐下”下，园所先后
解，但不变的，是她那份对待工作 有 1名北京市级优秀教师、1名高
朴实无华的心。“当老师时，我就想 级职称教师和多名区级骨干教师
着做一名幼儿喜爱的老师，让孩子 在历练中成长起来。“看到老师们
成长、让家长满意；成为管理者后， 成长，也是我实现自我价值、收获
我就想着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职业幸福感的时刻。”她说。
‘让孩子快乐成长，让教师快乐发
展，让家长放心满意’。”正是一路的 书香乐园为孩子一生护航
初心不变，让她虽然不在教学一线
多年，却仍旧保留着对保教的热爱
从 2013年的一片钢筋水泥
与专业。作为园长，为了让青年教师 地，到如今的市级示范园、书香乐
快速成长，她以身示范，做老师们的 园，园所不仅金玉其外，而且内秀
保教“教科书”。
其中。
深入班级指导教师是马炳霞
为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情感、交
每天固定的工作内容，在指导的过 往能力、阅读习惯等，为孩子的一
程中，她及时发现问题，并亲身示 生发展奠基，马炳霞特别提出书香
范帮助老师们快速解决问题、改进 乐园的办园理念，并利用“有字之
措施。比如，有一次，一位年轻老师 书”和“无字之书”让学生学习、感
组织孩子们排队出操，老师说了很 受、领悟。从班级绘本故事、到阅读
多遍孩子们仍旧不太配合。“这时， 类游戏区、再到亲子阅读活动，“有
我就对孩子们说‘现在老师要开始 字之书”让孩子们知书明理，从小
串糖葫芦啦，一个、两个、三个 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从小农庄种
……’在串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清 植、到亲子识图、再到冬季马拉松，
点孩子的人数，孩子们自然而然地 “无字之书”让孩子们在“社会图书
就排好队了。”这样的事例不胜枚 馆”中提升综合能力。
举。从如何组织孩子上厕所、到站
这种“让孩子站在正中央”的办
在哪个角度能够观察孩子的生活、 园理念，让马炳霞在幼教的路上走
游戏情况，马炳霞都会亲力亲为， 得更远、更扎实。在本园屡获佳绩之
让青年教师有法可依，快速成长。 外，马炳霞还不忘带着这种情怀辐
从 2013年建园到 2017年被 射全市、乃至全国。2010、2011年，
评为北京市示范园，4年的快速成 她先后 2次奔赴新疆和田地区，为
长离不开教师们的专业成长，更离 当地的幼儿园带去先进的教育理念
不开马炳霞对教师们的手把手引 和方法。如今，虽然 7年已经过去，
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想让 马炳霞曾传道授业的老师中已有不
教师发展，一定要让教师走上研究 少成长为园长。经过时间的积淀，她
的路’。”于是，马炳霞从教师最大 们早已成为朋友，继续在幼教事业
困惑入手，结合困惑申报市区级课 的路上并肩前行。
青年教师的保教
“
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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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明艳，实则坚定且用心——
—就
像剑兰一样，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的
李艳丽正是这样一位反差鲜明的教师。
作为一名女性教师，她身上当然具备女
性特有的细腻与踏实，大到学生家庭变
故、小到学生是否吃早饭，她无不一一洞
察；但虽为一名女性，她却偏偏善用理性
的逻辑思维思考、处理问题，并成为“数
学丛”中一朵娇艳的花。

教学之道：
让数学变成一把“思维宝刀”

2013年到远洋分校任教，在目前学
校仅有的 3届高考“军功章”上，李艳丽
—2015年，学校首次参
可谓榜上有名——
加高考“验兵”，李艳丽所带班级均分达
到 630分，班中 2人分别被美国康奈尔
大学、波士顿大学录取；2017年，身为高
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的她，又创下理科高
考数学优秀率破 70%、均分近 130分的
纪录。在“赫赫战功”的背后，是这位“巾
帼女将”的坚持与奋进。
尽管自己就是数学老师，但李艳丽仍
旧直言：
“多数人认为数学是一门枯燥、深
奥的学科，很难学懂。”不过只要教对方
法，她相信数学不仅能为学生的成绩“加
把火”，更能成为学生解决生活中某些问
题的“金钥匙”，真正体会到数学是一门开
发思维的学科。于是，她不再将教学聚焦于
定理、公式等微观层面，而是引导学生们
“顺藤摸瓜”找到背后的来源和规律，帮助
学生形成数学的逻辑思维。“在提问时，我
不注重学生回答的结果是否正确，而是鼓
励他们说出每一步的思维过程，这是提炼
数学学习方法的关键。”这也是李艳丽的数
学教学之道——
—追根溯源、挖掘本质、遵循
学习规律，让学生发现理科学习的魅力。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教学理念，李
艳丽告诉北京晨报记者，这是受到一本
书的影响。“我曾读过一本书，叫做《分享
数学智慧的人》。这本书开篇就提到，
‘我
们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数学？’‘学生学
习数学是为了什么？’这引发了我的思
考。”李艳丽认为，在若干年后，学生可能
已经忘记具体的公式、定理，但掌握数学
的逻辑思维方式能够让他们在工作和生
活中发现新大陆，并让他们对事务有不
同的认识。这才是数学真正的魅力所在。
这本书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还不止于
此。此后，作为高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的李
艳丽，尝试将这种阅读习惯带进组里，营
造全组的学习氛围。在李艳丽看来，对于
平均教龄十余年的组内老师来说，继续
学习、不断充电是打破教学瓶颈、更新教
学方法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必不可少
的还有各类培训和学习。5年间，李艳丽
在学校的帮助下，曾先后请来《分享数学

智慧的人》一书的作者、北京市数学特级
教师张鹤，市区级教研员等为组内老师
们进行讲座。同时，他们也积极走出去，
参加市区级教研活动。如今，数学教研组
已经成长为校内典型的“学习优等生”，
并在区内连年创下高考数学佳绩。
带班之道：
蹲下来倾听学生心声

教书育人是智力与心力的双重考
验。对于兼任高中数学教研组组长、数学
科任教师、班主任多职的李艳丽来说，她
不仅要踏实下来做学问，更要“蹲下来倾
听学生心声”。
2014年下半年，李艳丽到远洋分校
后所带的第一个班即将迎来高考，然而
正在此时，一直成绩平稳且有着显著美
术特长的学生突然因为考试的节节败退
而信心全无，对自己的完全否定让她变得
一蹶不振。注意到学生变化的李艳丽开始
了她小心翼翼的心理疏导。“现在的学生
懂得都很多，头脑也特别清楚，他们很明
白老师谈话的目的，如果只是一味说教可
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只有蹲下来才能
听到他们的真心话。”这一次，她从说教者
变为倾听者，学生的诉说让她突然看到曾
经某一时刻的自己，这种雷同却不相同的
经历勾起了她和学生之间的共鸣。
“我以自
己工作 8、9年后又重拾课本考研的经历
和她分享，告诉她我当时心里的迷茫和无
助。”两次交心的谈话，让这个细腻的女孩
重整旗鼓，最终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
女性的细腻对于李艳丽开展日常工
作来说，无疑是“神助攻”，她笑言，即便
是哪个学生早上没吃早饭她都能细心察
觉。对学生都如此的她，在对自己的女儿
却稍有不“称职”。去年，她的女儿刚刚升
入小学，而此时，李艳丽所带的班级正处
于高三的关键时期。由于工作繁忙，李艳
丽经常让同在一所学校的女儿放学后
“拖堂”，或者在办公室等她下班。半学期
后，女儿的数学老师找到李艳丽说：“您
需要关注您女儿学习习惯的养成。”在心
中满是愧疚的同时，李艳丽也有着自己
的无奈。或许在李艳丽的天平中，早已向
自己的学生微微倾斜，因为她曾说：“以
学生为本，努力争做一个有教育情怀和
胸怀的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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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大小要便于孩子手掌的
抓握。”
“孩子挑食是因为运动量不够
还是饭菜搭配不合理？”……虽然已经
是一园之长，但左丽君每天仍旧为这
些“细枝末节”操碎了心，因为在她 34
年的幼教生涯中，她始终坚信“孩子的
事无小事”。也正是这种“较真儿”的精
神，让她被职业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
幸福感包围着。

追求极致的
“细节控”

细腻是大多数女性的天性，但
在左丽君身上，这一点可以说已经
被演绎到了极致。已经是园长，每天
仍旧坚持巡班、听课，用她的话说：
“只有天天走一圈心里才觉得踏
实。”但在这一过程中，左丽君却掩
饰不住自己的“细节控”。
哪个孩子挑食、班级物品的摆
放、老师的站姿……这些点滴小事
一一逃不过她的法眼。即便是给孩
子提供的坚果，为了防止危险发生，
她也会特别叮嘱食堂将坚果研磨碎
后再掺进面或粥中，蒸熟给孩子们
食用。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已经伴随
她 34年的幼教生涯，只是随着身份
的改变，左丽君看问题和处理问题
的角度、方法发生了变化。“以前看
问题就看个体，现在看问题会考虑
是不是管理或整体安排出现了问
题？”比如，当她发现孩子挑食时，她
常常会想到是否饭菜搭配得不合
理？还是今天课程的活动量不够？这
些都有可能成为她调整工作安排的
因素。
对孩子们的用心，已经成为她
的“职业病”。但这也让她收获了别
人无法体会的职业幸福感。但有和
孩子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就会有
离别时的伤心和牵挂。每年“六一”
毕业典礼，在园长致辞时，她都会热
泪盈眶。她说，想着他们刚被父母
送到幼儿园，还在因为分离焦虑而
哭闹；转眼就要升入小学，表达着
对老师、对幼儿园的爱与不舍，左
丽君似乎变成了他们的“家长”，因
为不舍也患上了“分离焦虑”。这些
感悟与体会，都是她 34年如一日坚
守幼教岗位的动力，也是她情怀不
减的原因。
师德
“洁癖”的管理者

左丽君的职业幸福感源自孩
子，另一部分还源自教师们的成长。
作为一名对幼教有着执著坚持和情

怀的人来说，左丽君对教师师德的
看重高于一切。“ 德为先，即便能力
不足可以后天补足，但是如果师德
不达标那就必须一票否决。”左丽
君说。
她要求教师们每天坚持“三个
一”，即对孩子们爱心微笑、爱心话
语、爱心行动。今年 3月起，她还将
开展“每月一人物”活动，让老师们通
过自荐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师德故
事，弘扬师德正能量。在对教师提出
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她也不忘宽
严相济。她提倡“三多”工作法，即对
教师多理解、多交谈、多鼓励；
“三放”
策略，即为老师解放时间，释放压力，
放松心情。给予教师更多的人文关
怀，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工作，服
务孩子们。在这种融洽的相处之道
中，左丽君在收获一批优秀教师团
队的同时，更收获了与教师间不可
替代的亲密。“有时，我在操场上散
步，经常会有老师过来和我聊天，不
仅是工作上的事，还有家里的事和
生活中的困惑。”
在“德为先”的基础上，左丽君也
积极加强教师们的专业建设。近年，
她成功申报并主持北京市学前教育
研究会、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一
五”、
“十二五”、
“十三五”多项研究课
题并获得区教育科研成果奖，以教科
研为引领，提升教师专业成长，不断
提高园所保教质量。目前，园所已经
形成了抢眼的游戏教学特色，同时，
园内 4名教师也成长为高级职称教
师，这在全区幼儿园中可谓佼佼者。
如今，石景山区幼儿园已经被
评为石景山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石景山区师德建设先进单位、石景
山区学前教育规范管理单位、北京
市辛勤育苗先进单位、连续多年获
得石景山区人民满意幼儿园的称
号，并于 2011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
幼儿园。同时，左丽君也先后收获北
京市优秀园长等荣誉称号。在这些
成绩的背后，是左丽君对幼教职业
的不懈坚守与追求，也是她对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社会担当。
（下转 B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