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扎根课堂，才有教师职

业的枝繁叶茂。

周群意的教������的教������

“静默沉淀”，意在提醒自己不

要忘记学习，要默默地沉淀自己、

擦亮自己。工作以来，周群意�周群意��

持写教学手记、�持广泛阅读、

�持专心研课，�持课堂向老

师们全面开放。累计 20 余本的

教学手记和读书笔记，�思考

的过程，更�积累的过程，这

也成为周群意���写��的周群意���写��的���写��的

“原材料”。

同时，在教学一线获得的大

量信息，�周群意��课�研周群意��课�研��课�研

究工作的有力保障，更�研课的

基础。从市到省到全国的比赛，

各级的送课、示范公开课、讲座，

让周群意在����成自己的教周群意在����成自己的教在����成自己的教

学风格。�师工作室成立后，周周

群意������，���课、������，���课、

��观课、评课等多种�式帮扶

村小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带领工

作室伙伴在引领辐射�提升自身

的素养。

为了唤醒教师的成长自觉，

周群意��大�讲�“自己的���大�讲�“自己的�

事”，促�了良�的师德师风的

�成和教�教学经验的交流。实

施精准定位，分层培养，为不同

发展阶段的教师制定了细致的培

养方案和发展支撑体系。推�

个性成长定制，老师自己拟定专

业发展规划，向学校提出申请，

学校安排导师一对一跟踪指导。

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在周群意的培养�，年�周群意的培养�，年�的培养�，年�

教师成长了，感受到专业提升带

来的幸福感，也感受到收获成长

果实的甜蜜感。

她说：回望从教、治校之路，

对教�情深，对学生爱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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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党旗引领下，无数女共产党员砥砺奋进，建功立业。在湖南
这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上，湖湘女儿更是以“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铿锵精神，奏响了一曲曲进取之歌、
奉献之歌，涌现了一大批巾帼先锋党员。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系列专题之后，省妇联再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先锋篇——
“党员先锋她榜样”专题报道，为您讲述巾帼党员先锋故事，展现她们胸怀家国、勇担使命、敢于追梦、走在前列
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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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档案

23 年做小事的她，想当“大先生”
在中国，“先生”二

字是一种尊称，是对父
兄 长 者 和 教 师 的 称 呼。

“大先生”更是对有德业
者的尊称。

2021 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教师要成
为 大 先 生 ” 这 一 概 念，
指出教师要做学生为学、
为事、为人的示范，促
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
的人，充分表达了对教
师的尊重，也是对教师
的更高要求，意味着教
师肩负着重大责任。

周群意是一名校长，
有“大先生”的梦；她
更是一名教师，有“筑
梦人”的使命。

从教 23 年，要说最
深的感触，周群意觉得
还是那句话——“小事
认真亦精彩”。“这是我
初上讲台时，恩师对我
说的话，从此，成为我
的座右铭。23 年里，我
做的都是小事，但只要
认真，也可以成就人生
的精彩。”

大先生的责任一：
“校长妈妈”爱每一个孩子

教�对周群意来说，�一��周群意来说，�一��来说，�一��

心�情的事业。两次做母亲，她从

怀孕到生产，两次都�临产前一天

入院，两次都没有休过产假，两次

都�刚出���回到讲�。出���回到讲�。�回到讲�。

都说为母则刚，仿佛做了母

亲，�有了很多办法，��都�，��都���都�

以工作。她在产�写� �0 多个学。她在产�写� �0 多个学她在产�写� �0 多个学

生的学期评语；搭块毛巾在肩上，

��以一边哺乳一边工作；孩�

睡了，办公室的沙发��婴儿床

……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让周周

群意得到了学生和�长的信�。得到了学生和�长的信�。

155 班的小�，��的两年，�小�，��的两年，��，��的两年，�

她写了280 余封信；小沅被父母

遗弃，后患绝症，重病期�，周周

群意在全校几次发���，��在全校几次发���，��

治病资金。去医院看望小沅时，小沅时，时，

孩�虽然不能说话了，但�看到

周群意时，流�了。“���有�时，流�了。“���有�

么心愿，�比划着，代养�的邻

居伯伯告诉�，�想回学校读书，

还想去游乐场玩。遗憾的�，钱

还没��，心愿还没实现，孩�

便走了……”

随后，周群意�系���，在周群意�系���，在�系���，在

慈善总基金会的帮助�，成立了“华

新小学阳光基金”，�来帮扶更多

的贫困师生。高位截瘫的残疾儿

童小聂�学几���后，到周群�学几���后，到周群几���后，到周群周群

意的学校申请入学。周群意和老师的学校申请入学。周群意和老师周群意和老师和老师

们接�了这个孩�，并赶在开学前，

将教学楼与�教室最近的通道改

成斜坡，方便轮椅上�。“五年�，

小聂病了，�们送教；小聂放学，

�们天天和爷爷一�搬轮椅。去

年，小聂重病了一次，全�人感

到绝望时，强烈的读书欲、�生

欲让小聂挺了过来。爷爷�学校

送来锦旗，聂妈妈�流满面送来

感�信。”

周群意的办公室专��了�的办公室专��了�

书借阅区和留言交流区，孩�们

�以自由�出办公室借书、说心

�话。因为有了这��心的关爱，

孩�们都亲切地喊周群意“校长周群意“校长“校长

妈妈”。

周群意还带领老师和孩�们还带领老师和孩�们

把这�爱辐射到社会：她主动

�系福�院，带领老师们与春

晖儿童福�院开展“融合”教�；

与“小红人”“蓝丝带”等社会

公益��密切�系，积极参与公

益活动；与社区常态互动，学校

送教到社区、社区教��校园。 

2018 年底，由于华新小学

办学成效显

著，衡阳高

新区将 41�

�弟学校收

归地方交�

周 群 意 ��

理。这所学

校办学条件

薄弱，学生

基本上都�

留守儿 童，

老 师 们 都

� 41� 职工转�从教的，�校改

�“长胜小学”，周群意�合 41�周群意�合 41��合 41�

地勘人精神和校情，诠释“长胜”

的内涵——智长胜千�，志长胜

千秋，确定了长胜小学的立志启

智的办学思想。更�不改志，有

继承有希望，老师们心气顺了，了，，

劲头足了。

   日常�理�，周群意提出周群意提出提出

了“人人都�校长”的�理理念，

推�阳光�理——她改革会议

制度，请教师代表、逢双周大队

部学生代表参与��会，听取一

线老师和学生的声音，对提出的

��，�应的部�立�立办；她

还推��主�理，让�长参与校

服�计、校园�化�计和课后服

务�理。

当人人参与�理，并且有“一

�到底”的权限，很大程度上

强化了老师、�长、孩�的主人

翁意识。这样一来，��小了，

矛盾少了，“情绪”平和了，校园

阳光了。

 “对老师们�！”�周群意周群意

一直�持的�理信念。要老师

温暖学生，首先得让老师温暖。

她根据老师们所需，为成长铺

路，成�美�，感受职业快乐：

几个老师想学书法，周群意把一周群意把一把一

�办公室改成教师书法室，并

�系书协主席来校指导；临聘

教师要考编，周群意不�亲自周群意不�亲自不�亲自

辅导，还让教研室���训……

二�“解人之忧”。老师们每天

要面对学生，常常会把自己的

忧虑藏在心底。多聊天，细观

察，去体会�们心情，解决�

们的��；修订请假制度，推

出“亲�假”，亲父母，亲�女，

让老师们不再错过孩�的�长

会、陪父母看病……三�“助人

之举”。老蒋校长的爱人得了��

尔兹海默症，华新小学阳光基，华新小学阳光基

金及时支助；刘勤老师和�美

英老师喜�连理，��无人主

持，周群意带领大�当华小��周群意带领大�当华小��带领大�当华小��

的大喜事来办……

她说，走�老师的生活，才

能走�老师的心�。走�老师的

心�，才能真正当�“大先生”！

在教书�人的过程�，周群周群

意�重“情感”交融，�合�人�重“情感”交融，�合�人

资源，培�阳光学生。她紧抓“少

先队建�”这根主线，通过“盘活”

小队、带动�队、发展大队的思、带动�队、发展大队的思带动�队、发展大队的思、发展大队的思发展大队的思

路，将三队�动�来推�阳光德

�。阳光大队重引领，动感�队

重特色，活力小队重互动。各小

队自发自主开展实践活动，聘请

�长为小队志愿辅导员，将德�

养成落到实�和细�。“三队�

动”提升了学生的�体归属感、

荣誉感，阳光德�落地生根，取

得了实效。

周群意也�常�重活动�人也�常�重活动�人

价值的挖掘和提升。例如，她把

班级足球�赛提升为“校园足球

�化节”，既有足球赛，还有足

球涂鸦、活力啦啦操、特色加油

站、足球小�事等活动，增强了

互动性、趣味性，让学生多角度

的感受足球�化 � 她将“��市� 她将“��市她将“��市

场”逐年��升级迭代，从�明

交易到市场�理、再到职业体

验，过程�让学生建立市场的规

则意识 �“21天�习�养成”活�“21天�习�养成”活“21天�习�养成”活

动�，抓住“疫情”的�人契机，

让孩�自己学做营养餐，自己动

手吃�吃健康，将劳动教�和

健康教��合。

长胜小学规模小、底�薄，

自信心不足，于�，周群意将周群意将将

华小的合唱“嫁接”过去，提出

“让每一个孩�歌唱”的口号，

全校推广合唱课程。这�的孩

�们，虽然几乎全�留守儿童，

但�经过一年的合唱课程学习

之后，�们找到了自信，在衡阳

市建制班合唱比赛荣获第一�。

特色课程的开�实现了�校共

情，营造了生动的�人环境，生

机勃勃的校园孕�阳光自信的

学�。

大先生的责任三：“对老师们好！”

大先生的责任四：当老师的必须扎根课堂

大先生的责任二：
培养“阳光学生”

周群意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