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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9月10日很特殊，中秋节遇上教师节，据说本世纪也仅有
三次，双节相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学子们别出心裁，准备了专属
教师的节日惊喜，既给老师送上教师节的祝福，也送上中秋节的祝
福。藏头诗、康乃馨、太阳花……形式多样的作品和充满感激的话语，
尽显学子们的感恩之心和对老师深深的祝福。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生】：首师大横琴子期实验小学三（2）班 王青云（美籍）
【礼物】：手绘太阳花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自己做了一朵“太阳花”送给老师，因

为老师就像温暖的太阳，一直照耀着小朋友们。
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去学校，见到我亲爱的老师，他们

总像天使一般温柔可爱，经常带给我们惊喜和快乐，传授我们
有用的知识、技能，教导我们健康快乐学习和成长！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林浩

2015年，现任横琴一中副校长兼语
文教师的蔡荣为了更好地践行自己的教
育理念，放弃了自己在江苏一所名校的
在编教师工作，来到珠海，加入华发教育
集团，进入由该集团托管的横琴一中工
作。他的女儿蔡伊雯大学毕业后也来到
横琴工作，于2018年成为了横琴一小的
一名语文教师。女承父业，传道授业，躬
耕在横琴教育的沃土，父女两人在三尺
讲台书写美丽华章，用一支粉笔描绘人
生光彩。对他们来说，坚守三尺讲台的
意义既是传承，更是责任。

从小到大深受父亲影响，谆谆教
诲助女儿成长

蔡伊雯从小就十分敬重父亲，她觉
得父亲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而自
己最终选择进入教育行业受父亲影响很
大。蔡伊雯小时候常去听父亲的课，她觉
得父亲的语文课不像许多老师那样局限
于课本中的例子，而是通过书本帮助学生
们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初三时，自己就
在父亲所带的班级里学习，父亲的谆谆教
诲让她平稳度过了人生第一次“大考”。

蔡伊雯上高三时，有一天深夜蔡荣
从北京参加完比赛回家，蔡伊雯仍在温
习功课，当得知父亲在比赛中获得了全
国第一的成绩，蔡伊雯兴奋不已。

自己成为语文教师后，蔡伊雯时常向
父亲请教教学上的专业问题。她曾模仿父
亲的教学思路自己设计了一份教案，并获
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学会“一师一优课”优秀
教研成果评选活动一等奖。上公开课前，
她会将教案交给父亲打磨修改，征求其意
见。在蔡荣看来，教师授课应该坚持“一课
一得”的效果，即避免“满堂灌”，一节课让
学生集中学习掌握一点即可。他还教导蔡
伊雯教师的授课思路要清晰，要学会删繁
就简，这样学生才能学得明白。

父女两人同在横琴工作，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

刚进入横琴一小工作时，蔡伊雯发
现孩子们阅读量普遍较小，想象力不
够。为了帮助孩子们感受到文字的魅
力，蔡伊雯采取了多种方式改善学生的
学习情况。在学生因疫情只能上网课
时，她几乎每个晚上都会通过线上直播
的方式与同学们共读课外文学作品，培
养同学们的阅读与演讲能力，广受学生
与家长的好评。有一名曾经对语文学科
并不感兴趣的学生，在蔡伊雯的鼓励下
爱上了这门学科，并成为其课代表。毕
业前夕，这名学生给蔡伊雯写了一封信，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如今蔡荣评价女
儿：“目前成长得比较快，正在向一名优
秀的语文老师迈进。”

面对不断变化的教育新形势，蔡荣
与蔡伊雯一同适应。蔡荣常常让女儿阅
读一些专业书籍，如与新课标中的语文

“大单元教学”概念相关的书籍。蔡荣认
为，发生改变的是这些教学的模式，而不
变的则是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对学生能
力和素质的培养。对于横琴近年来在教
育领域的发展，蔡荣认为变化很大，尤其
是政府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入非常充足，澳
门籍学生与外省插班生的数量不断上升，
也体现了学生和家长们对于横琴教育的
认可。蔡伊雯认为，横琴的学校更加注重
学生素质教育与身心健康，重视学生的全
方位发展，有着前沿的教育理念。

父女两人平时的工作生活在各自的
学校，周末才能回家团聚，享受亲情时
刻。两人在工作之余常常给对方制造一
些惊喜：蔡荣曾送给女儿一条带有“冰墩
墩”的项链，收到礼物后的蔡伊雯发朋友
圈表达对父亲的感情：“我仍是老蔡的小
朋友呀”；今年父亲节，蔡伊雯送给爱打羽
毛球的父亲一双运动球鞋，送到了父亲的
心里。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林浩

1986年出生的谢争鸣与1968年出
生的甘修生，曾经是小学老师和学生的关
系，而如今在横琴一小成了同事。谢争鸣
是横琴一小201班的班主任，从这个学期
开始，甘修生与谢争鸣搭档，担任201班
的副班主任，昔日的师生成为并肩前行的
搭档，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
言。尽管师生变成了搭档，但在谢争鸣心
中，自己始终是甘老师的学生。

师生关系从未改变

2009年，谢争鸣从师范院校毕业，
回到家乡珠海任教。从教十三年来，她
有在不同的单位与岗位上工作的经历，
2016年，她进入横琴一小任英语教师。
来到横琴一小之后，谢争鸣发现自己与
在横琴读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甘修生成了同事，她感到惊讶，也感到喜
悦，她说：“好像是上天给的礼物。”谢争
鸣在横琴一小不仅担任班主任，还是所
在年级的组长。她说在年级组长这个岗
位上，甘修生教了她许多，3年前他就手
把手带着她做这份工作，直到今天她还
是会常向老师就工作上的问题请教。她
感觉自己与老师的师生关系从未改变
过，她说：“在他面前感觉自己还像个没
有长大的孩子，我为工作后仍能在老师
身边学习感到十分幸福。”

甘修生教导谢争鸣，要做一个善良、
正直、有爱的教师。而谢争鸣也不负老
师的期望，在横琴一小从教数年来，她甘
愿奉献，以平常心接受每一件事，迎接每
一个挑战。受老师的影响，她常常教育

学生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谢争鸣坦
言，教师工作常让她感到有压力需要释
放，而甘修生在这时候就扮演了倾听自
己心声的角色。她还提到老师希望自己
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工作繁
重时能够学会缓解自己的急躁情绪。谢
争鸣也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够更加沉着
冷静，在做出决定前多与同事商量。“希
望老师继续能给我提供工作上的方向。”
她说。

工作搭档默契配合

谢争鸣评价甘修生是一位幽默风趣
的老师，凭一支粉笔徒手能画出直直的
线段，赢得学生们的一致好评。谢争鸣
说本学期得知甘修生会担任副班主任，
学生们便纷纷告诉她这位新老师是多么
有趣和受欢迎。甘修生总是用平和的心
态去对待事情，对学生态度亲切，严而有
爱。担任201班的副班主任后，他与谢
争鸣共同担负起班级的管理工作。

尽管两人的搭档工作刚开始，但谢
争鸣已经体会到老师对班级管理工作的
认真负责。两人共同负责监督学生的午
休与自主阅读时间，训练孩子们自我管
理的能力。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谢争
鸣感觉这群刚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已经
达到了“良好的状态”。前不久，甘修生
打球时伤了手，但这不影响他主动承担
班级早上的阅读与教室清洁时间的监督
工作，谢争鸣看在眼里，也感动在心里，
为自己的老师点赞。甘修生评价自己的
学生谢争鸣做事能够仔细考虑，顾全大
局，谢争鸣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努力工
作，不负老师的期望。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林浩

黄成带，现任横琴一小教学处副
主任、数学教师，他于1981年从中山
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珠海横琴，进
入当时的小横琴小学任教，开启了自
己在横琴四十余载的教师生涯。41
年来，他任劳任怨，始终坚守在教学一
线，曾获珠海市先进教师、横琴优秀共
产党员等称号。明年即将退休的他，
应该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目前教龄
最长的在职教师了。

坚守四十余载无怨无悔

1981 年初回家乡教书时，黄成
带所在学校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
当时的小横琴小学只有几间没窗没
门的简陋平房作为校舍，操场上杂
草丛生，学校的一旁是一个乱坟
岗。由于最初校内没有宿舍，家住大
横琴岛的黄成带必须每天早上6时
出门，跋山涉水2个小时来到位于小
横琴岛的学校。由于当时全校只有
五六名老师，黄成带便做起了全科教
师，他笑着说：“除了体育、英语，其
它学科我可都教过。”不仅是老师，黄
成带当年的学生每天也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在上下学途中，大雨天学生赶
到学校时往往浑身湿透。在暴雨、台
风天，黄成带放学后会将孩子们一个
个送回家。他说：“那个时候，不管哪
个村的学生上学都很辛苦！”回忆起
当年学生们求学之路的艰辛，黄成带

仍然不禁动容落泪。为了横琴的孩
子们，黄成带放弃了被调到市区工作
的机会。

从1984年开始，为了提升自己
的教学水平，黄成带每周都有一天要
坐船前往市区上课，通常是周五前往
市区，周日再返回横琴，由于渡船的
班次不固定等多种原因，来回的过程
非常艰难。如此学习两年后，他来到
横琴中心小学工作，1995年又来到
横琴第一中学任教，从那时起专任数
学教师。2015年，黄成带被安排至
横琴一小工作。在这几十年中，他曾
担任小横琴小学、横琴中心小学的校
长，但他坦言相比行政工作，自己更
愿意做一名一线的普通教师。他说：

“我始终服从安排，不管去哪个岗位

都能认真地工作。”
对于今日横琴教育事业的发展，

黄成带用“翻天覆地”四个字来形容。
无论是教学硬件的升级换代，还是办
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都相较过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他为横琴现如今实行
的“委托办学”模式点赞，认为这是一
种富有前瞻性的做法。他用三个关键
词来总结自己对横琴教育的理解：

“新”，即办学模式与教育理念的革新；
“特色”，即结合国际理念与本土文化，
求同存异，发展出自身特色；“联动”，
即积极联动澳门的教育资源，开展教
研资源共享。

趣味教学受学生认可

黄成带在自己的数学课堂上一

向避免“满堂灌”，他认为数学学科
毕竟不像语文、英语具有故事性，
因此更加注重授课方式。他在课
堂上通过互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培养对数学学科的兴趣，还常在课
上穿插数学脑筋急转弯，在走廊的
饮水机上留下“限定题目”，鼓励学
生积极解答。黄成带的教学工作
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认可，曾两度
获得学校“最受学生家长喜爱老
师”称号。除了教学工作，他还负
责学校的一系列管理工作，曾获学
校“最受欢迎行政领导”称号。他
说，自己始终坚守“做一个有良知
的教师”的信念。

现任横琴一小图书馆管理员的
詹老师读小学时曾是黄成带的学
生。她回忆说当时自己很喜欢这位
黄老师，“我们都觉得他很有趣”。她
评价黄成带的数学课思路清晰，让数
学成绩本不是很好的自己获得了明
显的进步。她还说黄老师对学生十
分负责，经常单独辅导在学习上有困
难的同学。

9月9日，合作区为庆祝教师节，
将举行一场表彰大会，在这个大会上，
获得“珠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的
黄成带将登台领奖并发言，这或许是
他教师生涯中获得的最后一项荣誉，
明年6月，他就要退休了。那时，他目
前所带班级的学生也将从小学毕业。
他对学生们笑称，自己将要和他们一
起“毕业”。

横琴一小黄成带：

41年奉献给家乡教育

昨日师生，今日同事

蔡伊雯老师（左）与父亲蔡荣（右）。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甘修生老师（左）与曾经的学生谢争鸣老师（右）。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黄成带老师与学生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学生】：横琴中心幼儿园KD3班 黄锦涛（香港籍）
【礼物】：超轻黏土花朵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我用红色和金色的超轻黏土做成好看的花送给老师，红色和

金色是老师喜欢的颜色，我要把这些美丽的花朵送给老师，谢谢老
师每天照顾我，带我玩游戏、学古诗、给我讲故事。老师还教会我
很多本领，我现在已经会拿筷子吃饭了，中午也会给小朋友讲睡前
故事了，其他小朋友都说我是讲故事大王哦。

【学生】：首师大横琴子期实验小学六（1）班 邢嘉宜（香港籍）
【礼物】：手绘荣誉奖状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敬爱的孙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教导与鼓励，感恩您无怨无悔的付出。9月10

日是教师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要向您献上万分的敬意与谢
意。

在此，谨以一首《藏头诗》衷心表达我对您的敬意：
教书育人不嫌苦，
师德高尚孙老师，
节节数学无穷乐，
快把知识播心田，
乐趣自不必多言。
祝福亲爱的孙老师，教师节快乐！

【学生】：首师大横琴伯牙小学202班 许馨宸
【礼物】：剪纸捧花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我给老师做了一束花，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它是一束康乃

馨，它的花语是温馨的祝福和尊敬之情。我想在教师节把它送给
最美丽的老师，祝我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我每一天来学校都很开心，因为老师会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
我，在我孤单的时候陪伴我，他们还会教我知识，跟我一起玩。我
跟老师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师。

【学生】：横琴一中903班 邓莞晴（澳门籍）
【礼物】：诗歌、手写便签祝福语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早披晨曦于霞光，几度疲惫与沧桑，老师像是灯塔，照亮我

们人生的方向！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
乐！

【学生】：首师大横琴子期实验中学初一（2）班 张源（香港籍）
【礼物】：手绘贺卡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来到子期实验中学，我感觉这里比想象中好得太多。不仅是

学校环境好，老师同学也都很有爱。快要到教师节了，我为老师
亲手制作了一份贺卡。封面上画着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里面的
画代表同学们送老师鲜花的场景，借此表达我对老师的爱和谢
意。

我想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插柳之恩，终生难忘。

教师节将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学生“花式表白”

老师，我想对您说……

制图：赵耀中

横琴一小苏骏旻手绘贺卡送老师。

【学生】：横琴一小401班 邬沁艾、邬沁贝（巴西籍姐弟）
【礼物】：剪纸贺卡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横琴一小的老师很温柔，特别有耐心，同学们也特别热情而友

好，我们都好喜欢这里。我们精心制作了贺卡，祝老师节日快乐！

横琴一小巴西籍姐弟制作剪纸贺卡。

子期实验小学
邢嘉宜制作的奖状。

父亲曾是我的老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