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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
“你们在等谁？”孩
子们齐刷刷回头喊：
“我们在等钟
妈。”就这样，
槟榔中学英语老师
钟亚玲“钟妈”的外号流传开来，
就连校长也这么叫她。
陪伴孩子的时间比家长还
长，对待孩子和家长一样用心，这
就是“钟妈”外号的由来。钟亚玲
还创造了一次 “神话”—她曾
——
在两年时间内，把成绩最后一名
的班级，
培养成思明区先进班级。
其他老师都说，他们可以学
习“钟妈”的授课方法，培养和孩
子们沟通的技巧，但 “钟妈”的
“神话”是不可复制的。“勇于承
担任务，并高质量地完成，这就是
‘钟妈’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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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的学生没有主动完成，
她就
加学生的微信，每日催促提醒：
~vz  “今天朗读完成了吗？明天也要加
这只是“钟妈神话”的一个
油哦。”钟亚玲说，
好成绩不可能
缩影。此前，
钟亚玲接手的初二年
一蹴而就，学生的点滴进步都值
级一个班成绩在年段垫底，她带
得赞扬。今天完成一点，
明天多会
到初三毕业时，这个班一跃成了
一些，
终能推动孩子获得成功。为
区先进班级。
了做到这些，下班后、放假时，她
这样的“神话”是如何成为
几乎时刻抱着手机，和家长、学生
现实的？钟亚玲说，
这和她雷厉风
沟通，
时常聊到晚上11点才入睡。
行的性格有关。课堂上，
她掌控力
与学生相处时，钟亚玲将他
极强，只要她一声令下，全班学生
们当作朋友，
尊重他们的想法。今
就齐刷刷地完成；课后，她工作效
年暑假，钟亚玲对新接班的学生
率极高，
考卷总能在当天改完。她
进行家访。一名学生明确表示，
不
钟亚玲
甚至能在放学前安排小测补考， 希望钟亚玲到家里家访。钟亚玲
记者 唐光峰 摄 P199112912
让考试不达标的学生学会、弄懂
从侧面打听到，这名学生成绩不
了才回家。教学效率的提升，
让学
好，家庭条件也比较差，不想让老  钟亚玲
生在学校里能够掌握80%的课堂
师看到家里的情况。为了保护这 )槟榔中学英语老师
知识，回家后只需稍做复习，就能
名学生的自尊心，钟亚玲和他约  爱心诠释师德 陪伴呵护成长
够完全掌握。如此事半功倍的效
法三章：
“只要你在假期里每天完
 
果，
让学生受益匪浅。
成作业，开学考试有进步，我就答
 
 
风风火火的钟亚玲，也有慢
应你。”果然，
这名学生认真完成
 
性子的时候。学习英语需要积累， 作业，并且每天打卡没有缺漏，兑
 

暑假期间，她布置了许多朗读作
现了自己的承诺。 9$$:!"&"
训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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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新学期前，当校长
宣布钟亚玲留任初三某班班主任
时，
大家都惊呆了。“她已经51岁

了，
怎么还当班主任？”大家担心
钟亚玲精力不济，而钟亚玲则乐
呵呵地接受了。
8月底，初三学生要参加军
训。按学校的要求，
4天的军训时
间里只有一天早上班主任必须陪
同参与。但在军训第一天，
钟亚玲
就向学生立下 “军令状”，
“我陪
着你们一起军训，
一起晒”。钟亚
玲说到做到，始终和孩子们站在
一起，
成为全场年纪最大的老师。
全程陪学生军训并不是白
练，
钟亚玲早已打好了小算盘。她
说，这个班级在初二时经常更换
班主任，缺少主心骨，学生的行为
习惯不够好，学习成绩也不理想，
所以她希望通过以身作则的方
式，调动孩子们积极性。同时，她
拍了许多学生军训照，发在家长
群里，实时播报孩子们的点滴进
步。4天下来，钟亚玲和家长们的
距离更近了，家长们对班级未来
的发展更有信心了。军训结束后，
钟亚玲带的班级进步了，获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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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地树立景点影片信息标识、
I
P形象，让市民游客对于取景地
有更直观的了解；影视旅游产品
设计环节中，主办方将与旅行社
携手，开发设计厦门影视旅游深
度体验线路，让游客以影视作品
为契机，
深入了解厦门。这些线路
将收录到厦门优质旅游线路库
中，为来厦自由行游客提供游玩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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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偶遇明星是家常便饭，这
也催生了影视主题旅游。
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将落
在厦门，哪里可以偶遇明星？
在哪里游玩有机会上荧屏？2019 地厦门，这将让国内外游客对于
厦门的影视业以及旅游资源有更
年厦门文化旅游推广季之 “金鸡
深入的了解。以此为契机，
本报将
影视 @厦门”活动将在下周正式
推出“金鸡影视 @ 厦门”系列活
启动，活动串联厦门影视旅游资
动。活动由厦门市文旅局指导，
海
源，带你重走“明星路”，探访来
西晨报社主办，是第 28届中国金
厦拍摄剧组，开启厦门影视旅游
鸡百花电影节第二批系列活动项
新玩法，打造影视旅游线路，甚至
目之一。活动将于下周启动，
延续
还为您准备了今年金鸡百花电影
至 12月。
节的观礼名额。心动了吗？快来参
据介绍，活动将以近来影视
与吧。
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厦门元素、厦
LMNOPQRSTUVW 门镜头为出发点，挖掘厦门文化
厦 门 被 誉 为 “天 然 的 摄 影
旅游相融合的亮点，全媒体展示
棚”，
每年到厦门取景拍摄的影视
更多元化的厦门，吸引更多国内
剧组超过 100个，
《西虹市首富》 外游客前来感受厦门的 “文旅生
《快把我哥带走》《疯狂的赛车》 活”。
等众多影视作品中都记录着厦门
XYZ[\RSTU]^
的美景。鼓浪屿、沙坡尾、龙舟池
等地，已经成为热门取景地，在这
本次活动设置了影视海报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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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短视频竞赛、影视旅游产品设
计三大环节。除了厦门影视旅游
资源推介之外，活动还设置了互
动体验环节，
邀请游客共同参与。
影视海报竞猜以 “影视海报
猜猜猜”为主题，
将截取热门影视
作品中以厦门为背景的经典镜

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市
民游客准备了厦门影视旅游的多
种玩法，
也带来了丰厚的奖品。参
与活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第
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观礼名额。
据介绍，在影视海报竞猜以
及短视频竞赛环节，为市民游客
提供了现金红包、景区门票、美食
  =:$$::!$!"
券等奖品。参与的市民游客还有
头，邀请市民游客参与有奖竞猜， 机会到金鸡百花电影节 “众星云
见证今年各种电影奖
并讲述这些取景地背后的故事； 集”的现场，
项的诞生。
短视频竞赛的口号是 “影迷打卡
在影视旅游线路设计完成
地·C位我独尊”，邀请广大市民
时，主办方还将发布免费体验名
游客前往厦门影视取景地，模仿
额，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厦门
拍摄短视频上传至抖音等短视频
的影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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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主办方还将在厦门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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