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徐建亚，是在9月3日上午10点，她刚给
四年级的孩子上完一节语文课。

“我们写完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知
老师上完课是种怎样的感觉？”记者问。“刚上完
课是一种‘欣慰’的感觉，欣慰于孩子们又学到
了新的知识、新的方法，哪怕只是一点点。随之
而来的是思考，课堂上，有的学生掌握了新内
容，也有几个学生看上去还没有头绪，怎么教才
能让他们也尽快掌握呢？这是我从教室出来常
会反思的问题。”她总是这样关注着学生，不想
漏过班上每个孩子。

徐建亚，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
1990年刚参加工作便做班主任，今年既是她从
教30周年，也是她担任班主任满30年。

润物细无声的唠叨，她坚持了30年

班主任的工作很平凡，很琐碎，采访中，她
甚至觉得没啥可说的。

“我一天3节课，从早上开始管理班级，下课
后也常常在教室里观察孩子们，吃中饭也和孩子
们在一起，叫孩子多吃点，‘你们在长身体，各种菜
都要吃，这样才营养均衡’，在我这样的唠叨和目
光监督下，孩子个个做到光盘。”就是这样看似普
通、润物细无声的“唠叨”，徐老师已坚持30年。

办公室同事们有时候会问她，“你怎么老在
教室里啊”！因为徐老师总是一下课就去自己
的班级，观察孩子们在课间做些什么，说些什
么，哪个学生情绪有点异常，该提醒的提醒，该
开导的开导。“小学阶段是培养良好习惯的时
候，不仅学习习惯，也包括生活习惯，好的习惯
享用一辈子。”

做徐建亚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成长过
程中，老师的关注有时候比成绩更能影响孩
子心灵。

“这没什么，很多老师都这样做”

有一年的冬日，一个学习很普通的男生只穿
了件衬衣加羽绒背心，下课后，徐建亚不经意问了
句，“你这样不冷吗？”这让男生感受到了被老师关
注的幸福，他的家长后来和徐老师说，孩子在家里
好几次说到徐老师问我冷不冷呢。这让徐建亚内
心颇受震动，从此更加有意识地去关注班里每一
个孩子。

哪个孩子生病了，拉下的课徐建亚尽力给补
上；焦虑的家长找班主任倾诉，徐建亚总是一个个
抚慰……诸如此类的日常点滴，她总是默默做着。

“这没什么，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呢”，徐建亚把这
些视为应当。

除了语文，徐建亚对少先队活动课也总结
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少先队活动课是班主任开展德育教育工作的
重要内容，通过几年的实践，她摸索出了通过节日
文化、礼仪文化、社交文化、科学文化、地方特色文
化等，举行“优秀传统文化在身边”一系列少先队
活动课程。

从教30年，徐建亚收获了海曙区优秀老师、
海曙区优秀班主任、海曙区骨干班主任、海曙区教
育科研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一直保持童心、与时
俱进、年轻态的她深受每一届学生的喜爱。

回首30年班主任工作，徐建亚说：“我和镇小
的许多班主任老师一样，不忘初心，责任在心，快
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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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关注的目光
不会漏过任何一个孩子

让越来越多的教师
乐当班主任

一大早，发现孩子发烧了，赶紧给班
主任打电话请假；傍晚天都快黑了，孩子
怎么还没放学回家，打电话问问班主任
吧；孩子这段时间成绩怎么下滑了，找班
主任问问情况……班主任的工作时间，
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班主任的工作内容，
很庞杂繁多。担任班主任，就意味着责任
和重担，意味着辛苦和付出。

作为班级的核心，班主任是连接家
庭和学校的纽带，是学生学习、成长的
指导者和领路人。班主任老师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为鼓励更多的教师来做班主
任，我市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推出了一系
列政策：

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班主任基本
功大赛，以赛代训，选拔优秀青年班主任；

从2016年开始评选首届宁波市名班
主任，发挥优秀班主任的示范引领作用；

从 2017 年开始，建立“名班主任”
“骨干班主任”“新秀班主任”三级班主
任专业成长序列，市级“名班主任”“骨
干班主任”，享受同级“名教师”“学科骨
干”同等待遇，分别享受每年 3 万元、
0.8 万元专项津贴补助，打通了教师学
科发展和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职业“双通
道”，这一政策被称为“史上最优”的奖
励机制；

从2017年起，还对担任班主任岗位
工作满 30 年的教师进行表彰，颁发荣
誉证书和纪念奖杯，以此鼓励教师长期
担任班主任工作；

2018年开始创建名班主任工作室，
聘请专家担任名班主任工作室的导师，
打造班主任工作实训和研究基地；

……
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在一系列政策的引领下、哺化
下，班主任的辛勤付出有所回报，越来
越多的教师愿意当班主任、乐于当班主
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班主任“铁
军”正在宁波成长。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王伟 马亭亭

刚带出一届毕业班，又接手新一年级班主任
工作的胡群英，在开学第一周说了太多话，咽炎
又发作了。与记者交流时，她说几句话就要用力
咳嗽一下。

“一年级小朋友，要关注的地方太多，即使下
课了，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也要陪着孩子们，讲
故事，做游戏，让他们慢慢适应小学生活。晚上，
针对个别孩子的情况，还要联系家长，了解孩子
成长的环境，方便之后有的放矢开展教育。说话
太多，咽炎就犯了，这是以前长期当低年级班主
任留下的职业病。”胡群英说。

培养孩子行为习惯最重要

胡群英，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30年班主任
工作者。

当30年小学班主任是一种什么感受？
胡群英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幸福。它来源

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当孩子改正了
错误，当孩子养成了良好习惯，当孩子考试取得
进步……这样的小幸福点滴汇聚，虽不足以成江
海，却也化作我内心温暖的河流，滋养心田，同时
也温润他人”。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人
的一生中，却已足够漫长。30年班主任工作，胡
群英见证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早年的孩子更加
朴素，如今的孩子更有个性。随着二胎家庭增多，
一些父母对家里的老二总是娇惯一些，在家里，
有哥哥姐姐让着，到了学校里，孩子的个性也比
较强。这个时候，作为低段班主任，培养好孩子的
行为习惯就是第一大重任。对于特别娇惯的，胡
群英会做好父母思想工作，家校合作给孩子做做
规矩，让孩子渐渐树立纪律意识。对于特别内向
的，则给予母亲般的温暖，让孩子渐渐融入集体
生活。

常怀一颗童心是她的“年轻密码”

这些年，胡群英也碰到了一些特殊孩子，如
何关爱他们，胡群英有不少经验。

早些年，曾经有个手脚残疾又有发音问题的
孩子小袁，入学时走路一瘸一拐，右手残疾，只能
左手写字，说话含糊不清。当校方要求胡老师能
接收这个孩子时，胡老师有些为难。但是看到高
龄的父母和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神，胡老师欣然收
下了他。为此，她付出了全部爱心。做操时，不忘
叫学生搀他一把；孩子流口水时经常给他送上餐
巾纸；更经常教育其他孩子要关心身边残疾的同
学；上课时宁愿等待，也把说话的机会给他……

因为有老师和同学的爱护，小袁从最初的羞
怯，慢慢变得开朗、懂事。若干年后，当胡老师在
街上碰到一个一瘸一拐的大男孩时。他嘴巴咧得
大大的，一边笑一边使劲地朝胡老师点头，胡老
师瞬间被感动了。

可能是常怀一颗童心，已经50岁的胡群英
看上去非常年轻。胡老师说，自己虽然是学校新
基础学生工作团队的老年人，但会以年轻的心
态，百倍的热情，积极学习新基础理念，与年轻老
师一起学习、听课、评课，投身于新基础学生工作
中。

她，一个低年级班主任，在教育岗位上默默
做了30年，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无数个平
凡感动，绘就了甬城教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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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每一次进步
都让她感到幸福

温柔的齐肩短发，着一条红色连衣裙，风趣
幽默，乐观爽朗，眉眼含笑，这是江北区实验中学
唐惟匀老师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如果不是旁人提
及，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明年即将退休的“老教
师”。用唐老师自己的话来说，是“我享受做教师
的乐趣，跟学生们在一起，让我变得年轻”；身边
同事评价她“感觉唐老师从来没老过，她永远充
满着对教育的热情。”

用专业与热情阐释心中“师爱”

班主任、英语、教师，是唐惟匀的三个关键
词。从教33年，担任班主任工作30年，整整带了
11届学生，她用专业与热情，带着一届又一届学
生幸福成长，阐释着心中“师爱”。

在不少人看来，班主任工作细致而繁琐，而
唐惟匀却乐在其中。

“我的幸福就是学生的成长，这是我一辈子
的心愿！”30多年来，她坚持用“爱”感化和教育学
生，在学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帮助他们走上正轨。

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小张在初三开学后多
次无故弃学。在家访请求多次被婉拒后，唐惟匀
决定直接上门，经过多方打听，她终于在一间破
旧出租房找到了小张，小张颓废地躺在床上。原
来，小张母亲患了癌症在象山老家休养，父亲在
一建筑工地打工，兄弟俩随父在宁波生活，只靠
一些零钱解决一日三餐。家庭温暖的缺失、经济
的拮据、学业的压力，让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茫然
不知所措。

之后，唐惟匀和小张一起探望了他象山老家
的母亲，这趟探望，引起了小张父母的重视，父亲
主动到校找唐惟匀沟通，保证会让小张继续学
业；母亲也在治疗间隙来宁波照顾兄弟俩。

白天，唐惟匀请任课老师利用中午给小张补
课，安排优秀的同桌帮他解答疑问。晚上，唐惟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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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老过”的她
对学生的爱30多年不降温

●宁波在行动

徐建亚徐建亚

唐惟匀唐惟匀

胡群英胡群英

则推着自行车和他一同步行回家。在路上，有时小
张会给唐惟匀背诵英语课文，有时汇报当天的学
习任务。此外，唐惟匀还会给兄弟俩带些学习用
品、带点零食、送件衣服……

毕业那天，小张递给唐惟匀一张卡片：“老师，
我能飞翔像只鹰，全因为您是我翅膀下的风，没有
您，我什么都不是……”如今，已为人父的小张，仍
不时探望他可亲可敬的老师，在他眼里，唐惟匀是
像母亲一样的恩人。

类似的故事，唐惟匀从教三十多年来已出现
过很多次……她总能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用爱
心、责任心、耐心、细心和童心去迎接教育中的每
一个挑战。

拒做“苦行僧”，喜欢“幸福教育”

作为班主任，唐惟匀从不奉行“苦行僧”式工
作和学习，而是“幸福教育”。她认为，师生应如朋
友般平等相处，老师要以自己的行为涵养潜移默
化影响学生。比如，在严格要求学生复习的同时，
坚持每周收集整理错题，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提高
解题能力；严格要求学生规范答题的同时，坚持备
好每一堂课，确保讲课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重
难点突出，由此形成了“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也因
此，唐惟匀的班级英语平均分一直名列前茅，所带
班级学生中考成绩优异。

为了学生们，她好像从来不知疲倦。或许，唐
惟匀的一腔教育热情，早在儿时就埋下了种子。

唐惟匀的家庭，可以说是“教育世家”。她的外
公，曾在原鄞州区丽水中学做地理老师；母亲则曾
在金家漕小学教数学；如今，她的女儿国家免费师
范生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回望33年教育生涯，唐惟匀说：“当初选择读
师范大学是父母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父母的决
定是正确的。我喜欢做教师，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
择，我仍旧选择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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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一个平
凡的岗位，被许多老
师自嘲为“最小的主
任”，却往往是孩子
成长的人生导师，被
学生们一辈子铭记。

班 主 任 的 工 作
是平凡的、琐碎的、
辛苦的，班级里的事
情千头万绪，他们总
是陪着别人家的孩
子，却少有时间陪自
己的孩子。

今天，这里亮相
的三位班主任，是宁
波很多优秀老师的
代表，她们坚守班主
任岗位已30年，把爱
的阳光雨露洒向每
个 孩 子 的 心 田 ！在
此，让我们向以她们
为代表的所有宁波
优秀班主任，诚挚地
道一声：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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