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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实中传递幸福 在激情中演绎精彩
!!
!走近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松江一中教师沈志辉
吴赛华

沈志辉是上海市松江一中的一名年
轻教师，有着“区学科名师”、
“ 市双名工

他是首届校园“十大感动人物”
，学生亲昵
地叫他
“辉哥”，
更有
“信辉哥，
考本科”的流

程名师基地成员”等诸多头衔，曾获松江
区园丁奖、松江区中青年教师教学评比

行语。
“抢话”
学生袁驭溟表达了对沈老师的

一等奖、上海市中青年教师教学评比二
等奖等荣誉。他是校园里的“十大感动人

感谢，
“沈老师让我的思维走出怪圈，让我

物”，是学生口中的“辉哥”。校园里到处

着沈老师学十年物理。”
做了 ( 年物理课代表的沈诞丹同学

保持对物理的兴趣和学习动力。我还想跟

有他忙碌而又充实的身影，他用自己的
不断思考和探索带着学生们快乐学习。

对沈志辉颇有了解，他还自发组织参加沈

他主持多项课题并荣获市、区一等奖，多
篇论文发表在 《物理教学》、
《物理通报》

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沈老师在学
习上不断提升，
也激励着他不断学习。未来

等核心刊物。!"#$ 年，沈志辉荣获“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章”。

他也想做物理老师，表达对物理的热爱。

忙碌并幸福着
课前 " 分钟#热身$

!%## 年，沈老师成为学校年级组长。

好锻炼身体。”
作为曾经的华师大健美协会

后有听课老师反映这位学生太较真了，
但沈

的会长，沈老师当堂给学生演示了健身弹
簧，
全班掌声雷动。他借势发挥：
“只要同学

老师表示，
人无完人，
书无完书。
“一直以来，高中生越来越不愿意袒露

自任职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在积极的
“服务”上，让自己成为学生与教师沟通的

教了 ( 年物理后，!%%) 年被调入上海市松

们每天锻炼身体，
也可以像我一样拉出‘生

心声，
课上不愿意举手，
能有这样的学生敢

桥梁，
成为教师与学校交流的纽带。在沈老

江一中任物理教师兼班主任。
在松江一中，上过沈老师课的学生都
熟悉课前的 ! 分钟“热身”，这 ! 分钟他会
捕捉课前班级发生的事情或现象，学生们

命的精彩’
。”接着，
沈老师让学生体验课桌
上的小弹簧，意外的是出现了有同学用力
过猛造成弹簧不能恢复原状的情况，沈老
师又借机分享道：
“ 我们的同学有新发现

于质疑，而且能够像苏格拉底对话式的交
流，
这是很难得的事，值得提倡。”
沈志辉表
示对这样的学生要持鼓励的态度。

师心中，能让组内教师“快乐生活、和谐工
作”
，
是他真诚的服务意识；让年级学生“幸
福成长、
团结进取”
，是他追求的培养目标。
从高一到高三，沈老师所组织的活动、

乐称为课前“心灵交流”
。

啰，
这种形变称之为范式形变。学习上也不

记得沈志辉在讲解《宇宙的结构》一课
时，因学校逸夫楼多媒体教室的凳子有限，
课间两位学生为一张凳子而争执起来。看
到课前发生的一幕，
联系当时正好学习“宇
宙的结构”。于是，
沈老师问到：
“同学们印
象中的宇宙的结构是怎样的？……除了书

能做拉过头的弹簧，
要有张有弛，
不能超过
极限。希望你拉出生命的精彩，不要做拉过
头的弹簧。”一个生活看似平常的
“健身器
械体验”
，经沈老师的演绎，不但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及探究欲望，更在不经意间
让学生强烈感受到
“每天锻炼一小时”和学

沈老师坦言，他的内心一直想要做一
名班主任，
因为只有做班主任，
教育教学才
能达到一体，
通过班主任的视角，
更会发现
学生身上诸多潜质。
从 !%%) 年到 !%#% 年做班主任期间，
沈老师一直在摸索如何做好班主任。每天

枚举，
如高一年级的
“走好高中第一步”
“赢
在起点 赢得未来”等；高二年级的“跟着课
本游绍兴，演着剧本绎人生”
“明史·爱国·
立志·抒怀”
南京爱国行等；高三年级的“品
苦中之甘·攀人生之巅”
百日誓师、
“怀感恩
心·担责任行·圆青春梦”
成人仪式、
学科社

本上的知识，我们是不是更需要拥有像宇
宙一样的胸怀？如果为一张凳子而争执，是
不是有些可惜呢？”
两位学生似懂非懂，沈
老师继续说，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凳子问题呢？比如去隔壁教室借一张凳子。
事情解决了，既收获了同学的友谊，也收获

习张弛有度的重要性。
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沈老师总是努力
把课堂营造成学生们向往的幸福课堂，他
相信课堂是孩子最重要的生命场所，
“激
情”一定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他所任
教的班级物理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

清晨，
他早早来到班级，
与学生一起洒扫庭
除、高声晨读，通过与学生一起劳动，观察
学生一早的精神状态。在沈老师看来，
班主
任作为班级一员，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指挥
者，而应是班级文化积极的引领者、参与
者。
每天中午，他与学生一起欣赏校园网上

会实践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无论是前期
准备、
还是中期组织和后期总结，
无不透射
出沈老师对工作的那份执着、
热情。
学校年级组资深教师也不少，他们从
一开始对青年教师的怀疑到认可、支持、疼
爱，
沈老师用用心付出交出了完美答卷。

了宽广胸怀的赞誉。”被沈老师这么一说，
没想到学生上课比以前格外认真了。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沈老师善于捕捉
和课堂相关的知识，
比如在分享《能源的开
发》一课时，
他会创设学生自主分析当前世
界局势，引导学生懂得关心国家要从做好

!%&! 年 ( 月，沈志辉正式成为上海市
第三期“普教系统名师培养工程”学员。
!%&* 年又成为上海市首期“物理学科德育
基地”
学员。他将这么多年积累的学科德育
素材以课题形式进行成果汇报，获得今年
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特等奖，目前正在进

的百家讲坛，
汲取文化养料。后来发现学生
中午大多要休息，便改为播放和心跳频率
合拍的古典音乐，这样不管是看书还是休
息，
在古典音乐的浸润下，
都很容易进入各
自的学习和休息状态。每天放学后，
他自愿
留在办公室义务为学生指点迷津、答疑解

在校长罗明看来，沈志辉是一个做事
仔细、
严谨、
扎实，
工作中追求完美和极致、
讲求实效的老师。他的课堂非常精彩，
能够
把德育很好地融入学科教学中。所带的团
队也很有凝聚力和干劲，能够用他的激情
感染学生和周边人。

身边每一件小事做起，提醒学生要养成随
手关灯等节能习惯。

行国家级课题申报。

沈老师至今已带了 ( 届高三生，对每

惑。他和学生说，
* 点半后是属于你们的时
间，
不管是学科、心理、
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都可以找我。
有学生咨询他恋爱问题，他会用刚上

今年，沈老师竞聘成为学校学生发展
中心副主任。就在上个月，他为了课题申
报，
一个月瘦 , 斤。沈老师用牛顿第三定律
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表达对工作忙碌的

除了课前 ! 分钟“热身”，平时上课沈
届学生他都尽力而为之，不仅分享学生知
老师崇尚课中体验。
基于物理“情境、
探究、 识技能，
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情感世界，走
应用”的主线，
沈老师更喜欢学生们在体验
进学生的内心世界。
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让沈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常在课上
一次，为了上高一物理课 《形变与弹 “抢话”的袁驭溟同学，不仅课上“抢话”
，课
力》，沈老师特意在外面买了弹簧健身弹
前、课后还会拉着老师
“抢话”
，甚至在公开
簧。课上，大家一致推荐了身材高大的体育
课上也质疑老师，
当时校长书记都在，这倒

过的分子动理论的课来解释男女之间既不
可过分亲昵，
也不可过于疏远，
要处理好人
际关系的平衡点。沈老师觉得，和学生讲大
道理不一定能接受，而适当联系所学物理
知识，学生往往觉得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这些学科德育随着上课经历的丰富，沈老
师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对他做班主任帮助

理解，虽然这对人的精力、体力、脑力是一
个挑战，
但也因此丰厚了学科教育资源，每
当看到学生们的进步和成长，他感到很欣
慰，
深感付出没有白费。
沈老师至今获奖无数，对于获奖经历，
他也很淡然，
对他来说，
荣誉代表过去。他
曾用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牌给自己孩子作

委员上台拉弹簧，结果出乎意料没拉开，原
本沈老师预设学生拉开后顺利进入主题。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马上回应道：
“很
遗憾我们的体育委员没有拉开弹簧，说明
身体还需要锻炼，所以市教委提出的每天
锻炼一小时是很有必要的，希望同学们好

也极大。
在沈老师的辛勤耕耘下，班集体曾多
次获得市、
区级奖励。!%#! 年 + 月，
沈志辉
被授予区教育系统
“争先创优优秀党员”
称
号，
!%#( 年 * 月又获评区优秀青年先锋
岗，
同年被授予区第五届
“十佳师德标兵”。

为玩具的故事告诉自己，不能躺在荣誉的
怀抱里。
“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他
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在平凡的教师岗位
上继续脚踏实地、真情付出、激情投入、无
私奉献，
继续忙碌并幸福着。

!%"& 年' 沈志辉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专业，在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高中部

想做班主任的物理老师

鼓励爱#抢话$的学生
崇尚课中体验

成为公开课的一个亮点。出乎意料的是，
沈
老师非常欣赏这样的学生。
“从教这么多年，
他是我遇到的学生中
最具有质疑精神的学生，
而且是经过自己的
一番思考再提出问题。这就是物理学习的精
神，
不盲目相信课本和老师。”
在那次公开课

主持的专题讲座、开设的年级大会已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