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岁的莱州一中教师赵伟正今年迎来了教
师生涯的第30个年头，30年从教经历中，他四次
获得烟台市高中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曾连续四年
获莱州市高中教学育英奖，连续14年考核优秀。

烟台高中教学突出贡献奖、莱州市优秀班主
任，这些荣誉背后的他，用三十年的奉献精神将一
批又一批优秀人才送进高校。

由于工作关系，50岁的赵伟正患有严重的颈
椎病，病史长达15年。每次犯病时头晕目眩，站
在讲台上的他要努力克服调整，才能确保自己不
晕倒。加之长时间担任高三班主任，赵伟正经常
睡不好觉，只能趁每天中午回家补个觉。同为教
师的妻子，有时中午回家晚了，不忍心吵醒他，就
站在家门外等着，一直等到屋内的闹钟铃声响起
时才开进家门。

每天早上5点半，赵伟正准时起床，他要赶在
学生之前到达班级；每天晚上，他陪完学生的晚自
习后，到宿舍走一趟，10点45分左右，才会回到

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年，可在赵伟正眼中，所
有高三老师都会这么做，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生就
像是自己的孩子。

在相处过的孩子中，有一个男孩让赵伟正倍
感欣慰。这名男孩成绩不高，在班里大约排在50
名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赵伟正发现他沉迷于
网游，经常带着手机到校玩游戏，晚上查寝时也会
发现他蒙着头在被窝里偷偷地玩。赵伟正立刻与
男孩的家长取得了联系，家长听到这一情况后表
示，要狠狠揍孩子一顿让他戒掉游戏。赵伟正立
刻阻止家长：“不能打，打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
从思想上入手，让他明白高三了还不努力，会对他
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此后，赵伟正多次与男孩谈心，帮他分析问
题、展望人生前景，男孩终于想通，主动表示不再
玩游戏，想好好学习。

但是孩子功课耽误得太多，要从基础开始补
起，赵伟正便找到他说：“你要回归课本，从基础抓

起，不要怕问，不要不好意思，有不懂的问题及时
问，每个老师都会帮你解答。”赵伟正说罢，与每一
位任课老师说明了情况，希望老师们和他一起，不
要放弃这个孩子。经过老师、家长和孩子的共同
努力，这名男孩的最终名次上升了几十名，成为学
校当年高考中的一匹“黑马”，考上了优秀的本科
院校。

在所有认识赵伟正的人眼中，他是一个爱
“生”如子的人，一直以勤奋工作的态度、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默默奉献在教学一线。他担任班主
任的17年里，有16年都在高三的忙碌中度过，他
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受到了同事、家长、学生
的认可和好评。

老师是什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
为学生指明人生的方向，在学生眼中，赵伟正就是
这样的老师，是他们人生路上的指路人。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影报道

从教30年，莱州一中教师赵伟正——

他是一个爱“生”如子的老师

他曾是兵哥哥，转业后成为幼儿园里罕见的
男老师。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男教师曲荣庆用
了20年的时光，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他是
孩子们口中的“曲爸爸”，也是家长们给予信任的
优秀教师。

曲荣庆今年44岁。20年前，他从部队复员进
入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成为一名教师。由于
性别原因，在从教的最初几年，诸多质疑的声音围
绕着他。“刚开始，有些老人不放心，会跟别的老师
反映，担心男老师带孩子不行。”曲荣庆说。听到
这些话后，他不断学习幼教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多次在专业上获得奖项、多次获评优秀班主
任，并于2016年和2019年在烟台市优质课评比
中获得一等奖，2019年被评为烟台市优秀教师。

相比奖项，最让曲荣庆有成就感的是孩子们
的喜爱和家长们的信任。“特别是到了送孩子毕业

的时候，本来不想煽情，可孩子们说着说着就深情
流露，那时是最幸福的。”曲荣庆说，在他眼里，每
天被孩子们惦记着、每天被他们简单地喜欢着，每
天看到孩子们都开心地想上幼儿园，这让他觉得
从事这份工作是无比正确的人生选择，不管遇到
什么挫折困难，他都会坚持走下去。

在曲荣庆所带的孩子中，曾有一名特殊的男
孩，他父母离异跟着妈妈生活，由于长期缺乏父
爱，男孩性格胆小，是曲荣庆一次又一次的鼓励
他，充当起父亲的角色，陪伴着孩子，让孩子重新
感受到了“父爱”。毕业时，这名单亲母亲感动万
分，小男孩也对他恋恋不舍，直呼他“曲爸爸”。

与女老师的细心照顾相比，身为男老师的曲
荣庆注重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当孩子们遇到困
难或摔倒时，他会在旁鼓励：“勇敢点，爬起来。摔
疼了的话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曲荣庆不仅是孩子们眼中的“曲爸爸”，也是
家长们眼中那个值得信任的老师。为啥？他不仅
会安抚孩子，还能帮忙解决夫妻俩的家庭纠纷。

“虽然不是我工作的内容，但我一直觉得，只
有家庭幸福了，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带着这个想
法，曲荣庆在日常家访中，多次为多个家庭解决夫
妻矛盾，让两人和好如初、家庭和睦，也因此与许
多家长成为了朋友。

20年过去了，曲荣庆仍然会因做游戏时孩子
们崇拜的眼神而开心，仍然坚定如初地坚守着他
作为幼教教师的初心。下一个10年，他的希望仍
是孩子们都能成才，在自己的照顾下健康成长；他
也希望自己在专业领域继续深钻，带领新教师给
孩子们更多关爱。希望自己在一线做出更多贡
献，成为我市首个从幼教岗位退休的男教师。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影报道

从教20年，市级机关幼儿园教师曲荣庆——

他是孩子们口中的“曲爸爸”

十年前，她从学校毕业后进入牟平区玉林店
镇中心小学工作；十年间，她扎根“村小”，放弃回
城的机会；十年后，她怀揣教育初心，依旧不下讲
台……她叫张蕾，一名八零后教师，从教十年，坚
持做一名有情感的教师。

从2012年起，张蕾频频站上领奖台，烟台市
小学英语优质课获奖、牟平区“教育巾帼标兵”、山
东省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各
项殊荣背后，是她对课堂的敬畏、对学生的尊重和
关爱。

“Miss Zhang，我们什么时候再做Guess-
ing Game？”张蕾是一名英语教师，在刚工作不
久的一天，当一个小女孩向她走去并提出这个问
题后，不由得让张蕾心头一紧。随着工作量的增
多，她的课堂流程逐渐趋于平常，从课堂上学生的
表情来看，张蕾知道他们不再喜欢她的课了，她下
定决心要改变现状。

从听到小女孩问题的那一刻起，张蕾积极准
备，每节课必有课件，遇到临时调换课，如果自己
没有准备好，她会直接拒绝。在她心里，这是上课
的底线，也是对课堂的敬畏之心。“每一年的教材
都一样，可每年的课不能都一样，所以每次我都会
重新备课，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张蕾说道。

张蕾的生活里，课占了很大比重，她关注的另
一个重要占比便是学生。在学生那里，她一直告
诫自己要做一名有情感的教师。

“我们的一些话语对于学生来说是有攻击性
的，甚至是有杀伤力的。当然，有一些也是有鼓励
作用的，甚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张蕾时常这
么想，因此，她在平时与学生的交流中总在注意

“语言的力度”。
一次，班上的一名女生忘带作业，主动到办公

室向她说明了情况。张蕾答复她“没事儿，明天带
来吧”，这句话让这名女生一直记在心里，到了毕
业时，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就记录了这件事——

“老师，你当时对我的信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原来，这名女生当天将书包忘在了奶奶家，所有作
业都没带，她跑去办公室向每个老师当面解释，有
的老师并不相信她，让她当天就补写出来，只有张
蕾让她第二天带来。这件事张蕾本已忘记，但小
女孩却一直心怀感激，记到了毕业。

“你的英语很好，只落下了一点点而已，怕什
么。”这是张蕾对一名从体校回来的学生说的话。
这名学生从体校回来后，发现学习进度跟不上，心
理上自卑，产生了厌学情绪。有一次大课间他没
去上操，张蕾便找他聊天，一次随口鼓励就说的这
句话。现在，这名学生上了高中，有次在QQ中跟
张蕾说，现在他所有学科中英语是最好的，要不是
英语分数比较高，恐怕自己还考不上高中。

这几件小事，让张蕾感到欣慰，也更加确定了
做一名有情感的教师的决心。“一个学生我们可能
只负责一年，对于我们而言，他们只是过客，但是

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可能是烙印，是可能影响他们
的‘重要他人’。”带着这样的想法，张蕾一直在为
下一个十年而准备。

她说，时代发展很快，说不定以后教书可以用
机器，但育人则必须要用情感。“如果我们的教育
里没有情感，学生也将不再需要我们。”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影报道

从教10年，玉林店镇中心小学教师张蕾——

教书或可用机器，育人必须用情感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8
日，山东省教育厅举行2020年夏季高考第
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0年山东省普
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自8月5日至9
月7日，我省2020年集中录取工作安全有
序、平稳顺利结束。今年高考共录取
654824人，其中本科录取286766人。

今年春夏季高考报名考生共计769325
人，其中春季高考报名考生149505人，参加
统一编场考试62195人，夏季高考报名考生
619820人，参加统一编场考试530381人。
有1757所普通高校在我省招生，共录取考
生654824人。其中，本科录取286766人，
专科录取368058人。

分阶段录取情况如下：集中录取阶段共
录取考生517736人（本科280927人，专科
236809人）。其中，春季高考录取42662人，
（本科14928人，专科27734人）；夏季高考录
取475074人（本科录取265999人，含普通类
220245人、艺术类41339人、体育类4415
人;专科录取209075人，含普通类192052
人、艺术类16194人、体育类829人）。

另外，参加高考报名但未参加春夏季高
考，而是通过保送、单招等方式提前录取
137088人。其中，本科录取5839人，专科录
取131249人。

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元
年。与往年相比，录取政策的变化点主要

有：（一）报考科类变化。取消了文理分科，
由原来的文史类、理工类、艺术文、艺术理、
体育类5类调整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3
类。（二）录取批次变化。普通类和体育类均
取消了本科批、专科批的限制，普通类录取
批次由原来的本科提前批、自主招生批、本
科普通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普通批5个批
次，调整为提前批、特殊类型批和常规批3个
批次；体育类由原来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
批、专科普通批3个批次，调整为提前批和常
规批2个批次。（三）录取分数线变化。普通
类和体育类不再划定本科、专科录取控制分
数线，调整为一段线、二段线。（四）志愿设置
变化。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由以学校为志

愿单位调整为以“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志
愿单位。普通类设置96个志愿，体育类和艺
术类各设置60个志愿。

按规定，对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双录取
的考生，只能向教育部报送一所录取学校。
考生必须确认一所就读学校，否则将影响后
续学籍注册。

我省今年将继续开展高职（高专）院校
注册入学工作。集中录取阶段未被录取的
考生，可以参加后续注册入学。请考生及时
登录山东省教育厅及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
站关注相关事宜。所有被普通高校统一招
生录取的考生，均可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官网查询到录取去向。

今年我省高考共录取654824人
其中本科录取286766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 摄影报
道）日前，2020年第十四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
国总决赛评奖公布，烟台大学WM苹果穿衣秀队的“苹果高效
套网生产线”、越众队的“手臂按摩小型机械手的设计开发”分别
斩获自由探索方向和企业命题方向的特等奖，在学校老师孟宪
辉、冷惠文、王林平、王东兴、张雅静、由枫秋的指导下，李先岩
荣、房立安分别荣获工业自动化方向一等奖、二等奖。

优异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努
力”二字。疫情影
响导致开学推迟，
项目进展、思维碰
撞以及真实环境
下的实验模拟等
被耽搁了。面对
困难，参赛学生热
情不减，通过线
上、电话交流等方
式讨论方案。

指导老师王
林平说，学生们选
择材料、采购零部
件和元器件，通过
自己的双手制作
和装配。“个别要
求高的零件，我们
就拿着设计图去
寻找加工厂。”

WM苹果穿
衣秀队设计的苹
果高效套网生产
线项目是一款高
效能、自动进行苹
果套网套工作，并能与苹果自动化处理生产线其他环节相对接
的自动化设备，致力于苹果智能化包装设备的研制，实现苹果包
装全自动化，助力苹果产业效率效益双丰收。

越众队设计开发的手臂按摩小型机械手，是一种新型的肩
部和手臂按摩装置，应用于当今流行的按摩椅上。因当今市面
上常见的按摩椅上没有可以实现对肩部和手臂进行按摩的装
置，根据企业命题的需求，研发了这种应用于多种场景下的肩部
和手臂按摩装置。

烟大学生靠智能发明
赢得两项全国特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玉春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9月4
日，牟平实验中学与牟平消防大队联合举行了消防安全演练活
动，培养广大师生在突发性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技能。疫情期间，
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现场有200多名师生参加，其它1400多名
师生在教室通过视频直播观看进行培训。

消防安全人员详细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现场进行
了演示，随后邀请部分教师和学生上台体验使用灭火器灭火的
过程。此次演练还进行了火灾脱险逃生应急措施再教育。

消防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重中之重，学校曾多次利用广播、
网络、班会等形式广泛宣传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本着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提高自救防
范能力，做到在发生火灾时，能临危不乱，有序、迅速地按照消防
逃生路线安全疏散，确保生命安全和学校的消防安全。

本次消防演练活动的顺利完成，强化了学生的安全意识，使
抽象的安全演练变成具体的实战演习，使全校师生基本了解了
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大大增强了安全意识与自护自救技能，
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夯实了基础。

牟平实验中学
举行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邹积益）9月7日
下午，开发区四中举行开学典礼活动。典礼由副校长邹积益主
持。邹校长从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众志成城及现阶段我国面临
的挑战说起，提醒大家要有忧患意识，告诫中学生更应该珍惜来
之不易的学习生活环境，发愤图强，奋力前行。

学生会主席璀璨同学随后宣读了学校决定表彰的“五颗星”
同学名单，特别表彰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自律自强与坚持不懈的
优秀品质；宣读了初一新生“军训标兵”名单，特别表彰他们的勤
学苦练与严于律己的军人精神。

最后，杨宝三校长进行特别致辞。杨校长给孩子们提出了
五点希望：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劳动。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得其法者事半功倍”“人最宝贵的是
生命，生命对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美是秀外慧中，表里如一”

“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饱含着
校长对孩子们的殷殷期望和全面育人的先进教育理念。

开发区四中
表彰初一“军训标兵”

讲
台
岁
月
更
迭
师
者
初
心
不
改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
老师，是每个人父母之外的“家长”，为

一代又一代人点亮人生的“明灯”，他们发自
内心地将职业冠上“使命”，全身心地带着学生
在学业路上披荆斩棘。

又是一年教师节，那些默默无闻、专心教
学却被每个人记在心里的老师，兢兢业业地
走过了一年、两年、10年、20年、30年或者
更长岁月。无论教龄增长、年代更迭，
他们为教育事业长注热血，不改

初心，只为每一双求知的
眼睛而奉献。

老师，您好！

莱州一中教师赵伟正和学生谈心。 市级机关幼儿园教师曲荣庆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牟平区玉林店镇中心小
学教师张蕾教学生做手工。

苹果高效套网生产线。

手臂按摩小型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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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南通路小学在周一升旗仪式上举行了
庄严的宣誓活动。全体教师举起右拳，面向五星红旗宣誓，重
温师德规范，进一步提升教师师德水平，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
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和神圣感。

通讯员 林瑞玲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