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7日，第七届“大白鲸”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年度盛典上，滨州医学院特殊教
育学院2018级中医学（针灸推拿方向）视
障生牛鑫志的中篇童话小说《你好，小鼹
鼠》获金鲸作品奖。这部6万字的小说从

“黑暗”中诞生，在一千多部参赛作品中突
围，最终站上光明的领奖台。YMG记者
近日采访了他，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在黑暗中听到“鼓励”

与文学结缘

1997年，牛鑫志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
市，因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他从小
只能感受到微弱的光感，凭触摸和想象感
受世界的样子。

2007年，牛鑫志进入特殊教育学校，
在班主任权海燕老师的鼓励下，养成了每
天写日记的习惯。每天一段话，可长可
短。在这份坚持下，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
牛鑫志进入了写作的良性循环。

2013年春节前后，正读初二的他利用
寒假时间，用手机创作完成了一部长达6
万字的小说《在海天相接的地方》。那时，
他仅用一部老款可发音的手机，在声音提
示下，以一小时1000字的速度，完成了这
篇“大作文”。

老师因此写下了“惊讶和感动”的评
语。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一个16岁的视

障孩子，用手机打字写小说，需要克服太
多的困难。

在写作兴趣的陪伴下，牛鑫志高中毕
业，参加了滨州医学院面向全国招生的残
疾人单考单招升学考试，以全国第四的优
异成绩考入学校针推班。

在大学的广阔舞台上，牛鑫志的写作
特长得以更好地展示。“我很欣赏残健融
合的理念，它告诉我们身体残疾很正常，
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闪闪发光的方面。
我喜欢写小说，我们的生活老师吕老师总
是鼓励我，当我看到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
活动的消息时，便决定参赛。”牛鑫志说，
当他得知“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曾
先后征集到来自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
等四大洲近20个国家的近4000部中文作
品，赢得中外儿童文学作家、画家的广泛
支持和赞誉时，他便在生活中搜集素材，
为一部新小说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是自己真实写照的“小鼹鼠”

揽获国家级奖项

“把脑子里灵光一闪的好主意记下
来，列大纲，参照网上的要求谋篇布局。”
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牛鑫志于2019年
底为小说开篇，前半段故事在他的笔下完
成。由于事情繁多，小说搁置到2020年4
月，他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后半部
分。从准备参赛到小说完成仅仅用了半年
时间，集中写作时间也不过一个月。

此次，作为视障生的牛鑫志在写作需
要的硬件上有了升级。学校考虑到视障
学生的特殊需求，从2012年开设针推专
业起，就为所有视障生专用教室安装了带

有屏幕朗读软件的计算机，牛鑫志就是
靠着这样一台计算机完成了小说《你好，
小鼹鼠》的全部创作。

在对作品进行多次修改后，牛鑫志正
式在网站上提交作品。2020年9月29日，
第七届“大白鲸”原创优秀作品名单全网公
示，他的参赛作品《你好，小鼹鼠》名列其
中。对于这个结果，牛鑫志很意外：“说实
话，很想获奖，但从没想过能获奖。一开始
只不过想尝试一下，在得知获奖的那一
刻，很意外也很激动。”

这部揽获国家级奖项的《你好，小鼹
鼠》，其内容来源于牛鑫志的日常生活，
文中主人公小鼹鼠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在创作整个故事的过程中，牛鑫志坦言，
融入了自己很深的情感，他感谢那些从
小到大一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感谢那
些为他指明过方向的人，感谢那些给予
他鼓励的人，以及那些陪伴着他一起成
长的人。在牛鑫志的记忆里，他们在黑

夜里给了他不服输的勇气和高擎着的火
炬，让他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学校的多元与包容

给了他成长的空间

牛鑫志在给大赛组委会提交的一份
创作手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我要感谢
大白鲸，感谢所有给予像我这样的新人新
作宝贵机会的、真正爱书、爱孩子的人
们。我今年二十三岁了，写了一本书，写
给自己，却得到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儿童文
学奖项，这令我感动。”

谈到母校，牛鑫志十分感慨：“感恩让
我遇见滨医，三年前我走进这里，多元、包
容的校园氛围给与了我最大的自由，学校
的老师们总是鼓励我们去做任何事，却又
不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他们始终尊重我
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不同的价值排序，他们
不会以同一个标尺去衡量所有人，我喜欢
这样的校园文化，热爱这里的每个人。就
拿我自己来说，我讨厌无趣，我热衷于有
创造性的工作，偏好天马行空的肆意驰
骋。实际上像我这样的人常被认为不切
实际。但在滨医，共融的成长舞台，让我
可以健康成长，尽情展示自己。感谢你
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每一个滨医人。”

现实生活中，牛鑫志的脸上常挂满自
信和快乐：“我喜欢看书写作，对未来充满
期待。”尽管眼睛看不到，但他的内心却充
满阳光。正是这份积极与乐观，让他走出
黑暗，创造出破晓的光明。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孟庆悦 周子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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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郭卫红）为加快
教师专业成长进程，提升教师综
合素养，近日，栖霞市凤翔小学正
式启动第一期“智慧论坛”分享活
动。活动邀请山东省特级教师慕
振亮到场分享教育教学感悟。

活动中，慕振亮老师以自身
工作经历为例，分享了他从“新
手期”到“胜任期”的专业成长历
程，勉励大家要有跳出思想和行
动的舒适区，主动迎接挑战的勇
气和能力。来自凤翔小学的五

位教师也将自己的教育教学感
悟和大家做了分享。

凤翔小学发起的“智慧论
坛”活动旨在通过加强本校教师
间、校际教师间、市际教师间的
经验交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一方面鼓励本校教师重视经验
总结，善于分享交流，培养一批
会教学、善总结、能分享的校内
名师，一方面邀请各级名师来校
讲座，汲取其他学校、地区教师
先进经验，丰富、拓展本校教师
专业能力。

栖霞市凤翔小学
开启“智慧论坛”分享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吕晶）日前，《“三大
音乐教学法”对自闭症儿童康复
的应用研究》省级课题开题报告
会在烟台市芝罘区辅读学校顺利
召开。潍坊特教学院王淑荣教
授、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徐东升
校长和芝罘区教研室音乐教研员
王爱红老师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出
席本次报告会。

据悉，《“三大音乐教学法”对
自闭症儿童康复的应用研究》课
题是芝罘区辅读学校2020年度
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立项课
题。该课题拟通过对义务教育段
自闭症儿童康复的现状调查，获
得目前义务教育段自闭症儿童康
复的现状以及在康复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基于调查的问题，在实
践中进行“三大音乐教学法”对义
务教育段自闭症儿童康复的方法
和路径的研究，通过不同年龄段

个案的追踪，进而对“三大音乐教
学法”对义务教育段自闭症儿童
康复的效果研究。

报告会由辅读学校衣文玉校
长主持，在王爱红老师宣读课题
立项书之后，由校教研主任吕晶
老师就课题情况做了主题发言。
吕 主 任 用“3W”原 理 ，从
What—— 课 题 研 究 的 内 容 、
Why—— 课 题 研 究 的 初 心 、
How——课题研究的方法三个
方面对课题的整体情况向各位专
家领导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做了
汇报。之后由孙伟老师就本课
题的子课题——“音乐感统”研
究的相关内容做了简单介绍。
最后由三位专家分别对课题研
究的整体规划与内容给予了忠
恳的建议和高度的评价，徐校长
用三个“好”字——立题好、思路
好、团队好为本次报告会的召开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音乐教学法
助自闭儿童康复
省级课题在辅读学校“开题”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杨帆）16日上午，烟
台理工学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
全省教育系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相关工作机制的通知》
要求，对校园内重点区域进行安
全检查。

当天，学校领导先后检查了
校园110安全服务中心、教学楼、
实验室、配电设施、餐厅、宿舍
等，现场查看了相关设备的安全
情况，并对饮食安全、消防安全
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院长于

光辉与同学们多次交谈，详细了
解学生用餐质量和安全宣传教
育情况。

于光辉在检查中强调，要切
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把创建平
安校园放在突出位置，同时要坚
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细划完
善安全责任体系，落细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及时反馈有关问题。
学校要积极组织开展突发事件
的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高广大
师生的安全意识与防范能力，居
安思危，常抓不懈，为广大师生
创造稳定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烟台理工学院
开展安全排查整治行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任志杰 摄影报道）日前，烟台大学
附属中学小学部联合烟台市莱山区消防
救援大队举行了“消防进校园，共筑防火
墙”活动。

当天，消防支队孙茂源队长为师生进
行消防器材讲解。通过让学生分辨两台
消防救援车辆的异同，作出专业的解答。

在展示救援防护服穿戴环节，学生化
身成一个个英姿矫健的小小消防员。

消防救援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比拼，
为了能够快速实施灭火工作，消防水管的
铺设链接往往就在十几秒钟完成。消防
支队的战士们现场为师生展示了这一绝
活。当天莱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还组织老
师进行了消防技能培训和锻炼。

试穿消防服
化身消防员

烟大附中举行消防进校园活动

今年上半年，市教育局共安排鲁东大学等10

所省内师范高校1421名实习生在我市304所中

小学幼儿园开展为期4个月的教育实习，其中，公

费师范生210人，实习生、参与高校和实习学校的数量均创新高。

近日，师范生们奔赴我市各中小学开启实习生活，他们在实习学校生活和

学习如何？从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师范生，到中小学校成为一名实习老师，这种

角色的转变，带给他们哪些全新的感受？YMG全媒体记者跟随由市教育局和

鲁东大学联合成立的实习支教视导组，来到我市部分县市区中小学校，对这些

实习老师的实习生活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和了解。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杨仪 柳宛伶 摄影
报道）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
斗芳菲。三月中旬，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十小学开展以“学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为了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了解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和辉煌成就，
班主任们从班会课入手，让学生
重温了党的百年历程和伟大成
就，激励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珍惜
幸福生活，快乐健康成长。

为进一步让同学们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激发学习热情和爱
国之情，传承红色基因，学校积极
利用学校的党建长廊，化身“党史
博物馆”，让学生深刻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历程。同学们纷纷利
用课间时间来党建长廊学习党
史，了解小英雄故事，借阅长廊书
车的读本，听老师讲述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史。教育学生从革命
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担负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不
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烟台开发区十小
开展党史教育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李雪坤)近日，龙口市
龙口学校组织召开了主题为“立德
树人 厚德实干”的新学期班主任
工作会议。会议为全体班主任搭
建了经验交流、共同学习的平台，
助推了青年班主任的快速成长。

政教主任王倩对上一学期
政教处工作进行了总结，带领班
主任们学习了近期班主任工作的
重点。优秀教师郭建敏介绍了严
慈相济的班级管理经验。青年教

师李雪坤分享了自己初任班主任
工作的心得体会。

副校长刘松田对新学期的班
主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严格
细致落实各项常规，以“立德树
人”为己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新时代学生楷模。

校长李晓臣在总结讲话中赞
扬了全校每一名班主任的默默付
出，并寄语所有老师要当一名智
慧型班主任，成为学生健康成长
的引路人。

龙口学校
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

牛
鑫
志
。

从大学“走进”中小学

身份由学生变老师

在烟台市芝罘中学，学校为14名实习
老师都配备了优秀的骨干老师作为他们
的指导教师。根据学校安排，实习老师先
跟随各科指导老师听课、备课，并进行试
讲，再由指导老师针对实习老师的教案进
行指导，并反复磨课，帮助实习老师打好
坚实的第一步。

鲁东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实习
老师周雨滢表示，通过观摩指导老师的
课，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根据实习安排，前段时间主要是跟随指
导老师听课。在听课的过程中，感觉我们
都很上瘾。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想到各个
教室去听一些老师的课，各学科的课都想
听，每堂课都有很多收获。”

王丰浩是一名体育实习老师，他表
示：“一进入实习阶段，我们也就直接进入
了课堂，希望在指导老师的引领下，将自
己所学多传授给学生。”

在烟台市祥和中学实习的鲁东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实习老师李雪琪表示：“到
实习学校才感觉真正进入到教学场景中，
我以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这种身份的快
速转变很自然，并且感到是一种责任和使
命，我要学习做一名好老师。”

讲台充满魔力

更加爱上教师这个职业

在芝罘区西牟小学，校长王燕表示：
“小学是学生打基础的阶段，每一堂课，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比如，写字，首
先老师写字要认真规范，一定要帮每名
孩子打好基础。”让实习老师很受触动，

老师就是学生的“镜子”。实习老师表
示：“指导老师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学生
体现在每一处的爱，都很令我们感动。”
王校长说，课堂上必须关注到每个孩子，
老师要善于观察，多些关怀和耐心，让每
个孩子都能在老师的爱护下健康快乐地
成长，所以，老师的责任很重大。

在开发区六中，为了给实习老师更多
锻炼学习的机会，学校里的教研活动均
安排实习老师参加。校长崔秀梅介绍，
给每名实习老师安排的“师傅”，从青年
骨干教师到一些名师均有梯度的安排，
希望实习老师在“导师”的引领下，在教
学和管理学生方面得到全方位成长和锻
炼。来到蓬莱小门家中学，实习老师在
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均已进入到课堂讲
课，他们表示感谢学校领导给提供的平
台。该校校长魏彦文表示：“教学实习是
培养一名好老师非常重要的环节，实习
老师来到学校，就要真正给他们提供各
种磨练和成长的机会，多听课，进课堂、
上讲台，相信每名实习老师都会有很大
的收获。”

在招远周家庄子学校，来自鲁东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万雪梅刚
上完一堂语文课，指导老师正在对她的
课堂给予“点评和指导”，“课堂是为学生
服务的，课堂上所有的环节都要围绕着学
生进行，不能只顾自己讲，一定要把课堂
留给学生……”万雪梅表示：“听课、听点
评，都很过瘾，课堂是有魔力的，进入实
习阶段，才真正的爱上教师这个职业，一
定不辜负这个宝贵的锻炼机会，多学习、
多吸收。”

深化校地合作

推进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

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董明冈介绍，校
地合作机制，是烟台的老传统。早在2005
年，市教育局与鲁东大学就已经建立起

“顶岗实习-置换培训”合作模式。这一创
举曾被誉为“教师教育的一项创新”，2012
年和2013年，山东省教育厅和中国教育
部相继在烟台召开现场会，这一模式在全
省和全国得到推广。

实习支教视导组工作人员通过这次
视察发现，各实习学校均提前为实习老师
提供了学校最好的办公和住宿条件，为实
习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并安
排骨干教师担任其实习指导教师，尤其在
安全方面，各学校围绕疫情防控等方面做
了非常详尽的保障工作，确保实习老师在
校实习期间的安全。

鲁东大学教务处王涛科长介绍，今年
春季学期，鲁东大学有1232名师范生在
烟台市开展实习，占实习生总数的
86.7%。鲁东大学与烟台市教育局深度合
作，开创性地实施了“顶岗实习-置换培
训”职前职后一体化教师教育培养新模
式，实现了师范生教学实践与中小学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深度融合，学校持续优化师
范生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育实践体系和
评价标准，为教育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升了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培养质量。

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
通讯员 王涛 董明冈

从实习起，爱上教师职业
1421名高校师范生在我市304所中小学开始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