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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吴玉梅已经成长为一

名成熟的班主任、英语学科骨干

教师，在岗位上闪闪发光，曾获

南海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十佳班主任等数十项荣誉。她

所带的班级各方面名列前茅，时

常被评为学习标兵班。今年中

考，吴玉梅所带班级多名学生被

市、区重点高中录取。

在个人的带班与教学能力

得到发展的同时，吴玉梅不忘

带领青年教师们共同进步。每

每其他教师在英语教学或带班

方面提出问题，她都会热情解

答，把自己的带班、授课经验不

遗余力地分享给大家。

“吴老师，这道题你还有更

简单的解题方法吗？”“这次期

中考我们班考得不太好，有什

么办法鼓舞班级士气？”“下个

单 元 的 教 案 怎 么 设 计 更

好？”……下午5:30，学生们放

学后，吴玉梅所在的初三级办

公室传出了阵阵的讨论声。这

是属于教师们的学习交流时

刻，浓厚的学习氛围充满整个

办公室。作为经验丰富的骨干

教师，吴玉梅经常积极为大家

解答问题。

“很感谢吴老师对我们的

帮助，在她身上我得到了很多

启发。她也是我不断前进的标

杆和榜样。”青年教师莫晓纯

说，吴玉梅不仅在教学工作中

认真负责、严谨治学，还经常耐

心地指导年轻教师，帮助大家

更快地提升教学和带班方面的

能力。

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吴玉

梅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了属于自

己的教育故事。她说，接下来

的日子，将继续当好“知心姐

姐”，用心用情关注每一个孩子

的心灵，关注他们的点滴成

长。同时，发挥好学校英语学

科带头人的作用，提升自身专

业水平，带领青年教师共同发

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

娴）“同学们，你们知道在火场

如何躲避烟雾吗？”11月 24
日，在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

学，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体验

教育正在进行。通过体验式的

活动和专业老师的讲解，孩子

们记牢了安全知识，掌握了安

全技能，提升了安全意识。这

是南海区体验式安全教育入校

园活动的第一站。

活动中，学生们整齐列队，

依次体验了消防安全、交通安

全、居家安全等方面的灾害模

拟情景，通过游戏互动等方式，

在实践中学安全知识。“我刚体

验了消防逃生充气宝，按照里

面安全出口的指示，扶着墙走

出来。”灯湖小学306班学生刘

韵菁说，“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

了很多，了解到遇到火灾时如

何逃生。”

本次体验式安全教育入校

园活动是“太保安全校园”系列

公益行动的其中一项内容。南

海区是公益行动试点区域，行

动工作组将为全区647所学校

（含幼儿园）提供包含安全素养

能力评估、隐患排查、日常巡检、

安全培训等一系列闭环式服

务，提升学校总体安全系数、提

高师生安全意识及应变能力。

“公益行动期间，全区范围

内将开展至少七场安全教育体

验活动（包含灯湖小学）。不同

于传统的安全教育课程，通过

亲身体验的方式，可让学生切

身感受险情发生时的状况，掌

握应对方法。”太平洋产险佛山

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晓嫦说。

“这次活动是南海区中小

学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探索

和尝试，也是进一步落实消防

安全宣传月工作的有力支撑。”

南海区教育局党组成员、民办

教育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冼兆

鹏表示，接下来，南海将在七镇

街开展多次体验式消防安全教

育进校园活动，让师生在体验

中学习安全知识。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周艳怀）11月23日，石

门实验学校举办“扬长教育 出

彩人生”爱心义卖活动，学生精

心准备班级摊位，路过师生纷

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学校

爱乐农场丰收的果实也由各班

学子采摘并展出、义卖，让学生

在体验丰收喜悦的同时，完成

综合实践活动的最后一环——

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

当天下午，在石门实验学

校弘毅楼架空层，数十个各具

特色的摊位摆放着琳琅满目的

商品。其中，农副产品摊位引

起不少学生关注。原来，摊

位售卖的蔬菜产自学校的

“爱乐农场”，是经过学生们

亲手松土、播种、浇灌、采摘

等一系列操作的成果，凝聚

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我们班种的是茄子、辣

椒、紫苏、番茄、西瓜、甘蔗

等。”现场，805班学子彭国

希展示了班级种植成果，并

分享了实践心得：“刚开始播

种时，我们就装上了杀虫装

备，也研究了如何让水循环

浇灌，避免旱涝不均。我们还

发现，要控制植物密度，避免把

有冲突植物种在一起，比如西

瓜跟甘蔗一起种就会绕藤，砍

甘蔗时容易把西瓜藤砍断。”

石门实验学校科创教师卢

怀裕介绍，学校每个班级每周

都有一节综合实践课，此外，每

天下午5时~6时，学生都可以

在学校的“爱乐农场”进行种植

和维护。学校还开设种植基本

课程，教授学生种植技巧，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

其他摊位同样热闹非凡。

“老师要买手工杯垫吗？我们

自己织的！”“超轻黏土画，4元
一幅！”“售货员”们卖力吆喝，

齐心协力将集体创作成果推销

出去。

该校团委副书记杨天骄

说，售卖所得的善款将捐助给

需要帮助的人。

南海区体验式安全教育入校园活动首站走进桂
城灯湖小学

玩互动游戏学安全知识

石门实验学校举办爱心义卖活动

义卖亲手种植成果
学子齐齐献爱心

狮山镇官窑第二初级中学教师吴玉梅：

“知心姐姐”温暖学生成长路

“这是大家初中生涯的最
后一个体艺节了，要把最好的
风采展现出来，不要让青春留
下遗憾……”一头干练的短发，
身着一袭红衣，腰间别着一个
小喇叭，官窑二中英语教师、班
主任吴玉梅正领着903班的学
生在操场列队排练，为即将到
来的体艺节开幕式做准备。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
有法。从教21年，担任了17年
的班主任，吴玉梅对教育工作
的热情、对学生们的爱只增不
减。她每天都怀着赴约的心情
进教室，看见学生她便心生欢
喜，学生看见她便心生依赖，她
与学生双向奔赴，彼此成全。

毕业回母校当老师
圆了儿时“教师梦”

“下面走来的是 903班方阵

……”彩排正式开始，随着主持人的

介绍，学生们列队整齐地走进操场

正中央，喊起口号，声音洪亮，隐约

能听到操场中留下几丝回响。

吴玉梅拿着手机紧紧跟在队

伍旁，拍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彩

排结束后，她迫不及待地给学生们

分享视频。师生簇拥作一团，每个

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

这温暖美好的一幕，在吴玉梅

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看着学生

们灿烂的笑脸，她更无悔当初的选

择。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海官窑人，

吴玉梅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情感。她

初中就在官窑二中就读，还在这遇

见了影响一生的人——当时的班主

任、英语老师刘淑霞。

吴玉梅回忆，刘淑霞是一位专

业能力很强的老师，在带班和教学

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刘淑霞在接近

生产时，还挺着肚子回校上课，该做

的一样都没落下。那时候，吴玉梅

就在心里悄悄“种”下了一个梦想：

要成为像刘淑霞一样优秀的老师！

2001年师范专业毕业后，吴

玉梅回到官窑二中任教,成为一名

像刘淑霞一样优秀的英语老师、一

样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

吴玉梅说，她在成长路上遇见

了很多像刘淑霞一样的星光引路

人，这是她从教之路追随的光。很

荣幸，自己也能成为一束光，并希望

把这束光传递下去。

“教育不仅是课堂上讲得

精彩，更要让孩子们感受到温

暖，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用真情付出，让孩子们健康快

乐成长。”吴玉梅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平常上课的日子，吴玉梅

6：10就要起床了。早读6：50
开始，而她往往在铃声响起前

就进入了教室，检查卫生、出

勤，最重要的是观察学生们的

精神状态。

“初三学生课业比较紧张，

还面临着升学压力，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发现学

生情绪不对劲，吴玉梅就会当

起“知心姐姐”，找学生谈心，帮

助他们打开心结。如果学生不

肯说，她就会找同学或家长了

解情况，势必将问题解决。

吴玉梅往届所带的班级

中，有一位很聪明，但是好动、

喜欢在课堂上搞小动作的男

生。面对男生的叛逆行为，她

没有直接责罚，而是选择弄清

楚叛逆行为背后的原因。

“你怎么啦？老师发现你

最近好像不开心。”起初，面对

吴玉梅的关心，男生根本不买

账，常常一言不发，甚至掉头就

跑。

但吴玉梅没有因此放弃，

持续发挥着知心姐姐的软磨

硬泡“功力”，过了一段时间，

男生才把真实想法说了出

来。原来，他的父母在闹离

婚，他想通过叛逆行为得到父

母的关注。了解情况后，吴玉

梅找到男生的妈妈聊过几次，

还联系了与男生关系较好的

姑妈，发挥多方力量一起解开

男生的心结。

在吴玉梅的努力下，过了

将近一个学期，男生终于不再

在课堂上捣乱，开始用心学习、

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中考

时，男生的成绩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并考上了理想高中。

毕业后，该男生曾多次回

校探望吴玉梅，感谢她的陪伴

和鼓励，“你是我们的老师，更

像是知心大姐姐，很幸运我的

青春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

每每看到学生们快乐成

长、得到收获，吴玉梅都由衷地

为他们感到高兴。虽然“知心

姐姐”的角色并没有那么好当，

但她仍乐此不疲，把大部分的

时间都扑在了工作上。早起、

晚归，成了她的常态。

查早读、上课、备课、看晚

修、查寝……忙完这些工作，往

往已经晚上十点多了。11月，

正值初冬，日渐短、夜渐长，吴

玉梅在天蒙蒙亮时出发去学

校，月亮高挂枝头时才回到家。

姓名：吴玉梅

学校：狮山镇官

窑第二初级中学

从教感言：教书

育人是一件平凡而

重要的事，我愿意每

天去做这样一件事，

跟孩子们共同成长，

创造不平凡的人生！

主要荣誉：曾获

评南海区优秀教师、南

海区优秀班主任，南海

区十佳教师、十佳班主

任，南商教育基金奖优

秀班主任等。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

发挥榜样力量 带领青年教师共同发展

真情付出 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人物档案

■吴玉梅与学生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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