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季“体彩爱行走”
今晚结束！

第六季“体彩爱行走”
活动将在12月8日23点
落下帷幕。截至 12月 6
日23点，共有56671人次
参与活动步捐，累计募集
公益步数超过3.76亿步，
兑换“体彩爱心基金”
188257.16 元 ，敬 请 关
注。 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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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24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11 15 24 26 35后区后区：：04 05
奖等等 级别级别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基本基本 33注注 89402688940268元元

追加追加 22注注 71522147152214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4242注注 398755398755元元

追加追加 1010注注 319004319004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5135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453453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0288期）
中奖号码：6 9 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875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577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88期）
中奖号码：6 9 3 4 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09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0125期）
中奖号码：3 7 12 19 21 23 27
特别号码：2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4注 277593元
二等奖 8注 19828元
三等奖 230注 1379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520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0125期）
中奖号码：4 8 5 4 3 9+兔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1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59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9150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0289期）
中奖号码：4 9 11 13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49注 4243元
二等奖 4737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61万元。
福彩3D（第2020289期）
中奖号码：0 8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66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792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205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0041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6 13 19 21 26 30
37 38 39 41 42 45 47 48
52 53 62 72 75 80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福彩“刮刮乐”
2020年12月6日江苏中奖注数

120179注，中奖金额2189661元。

由江苏省教育厅与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共同主办、扬子晚报承办的“2020师
说新语”大型融媒体活动自启动以来，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反响热烈，吸引了全
省各地老师的踊跃参与，常州市第二中学
一批青年教师组团参赛，他们中有去年刚
成为教师的新人，也有教学经验丰富的骨
干教师，他们眼中的教育是怎样的呢？

校长说——
“对教师而言，是拓宽视野好机会”

常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赵锋告诉记
者，教师们撰写与分享教育故事，一直以
来就是学校青年教师培养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很多老师的教育故事，其实就是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好教师在生活中的真实写
照，“我们很高兴‘师说新语’给青年教师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育人先育心，育心先知心”，在赵锋
的教育理念中，老师应主动走入孩子内
心，积极理解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然

后根据孩子的个性，辅之以合适的方
法。“多看看别人的教育经历，多听听别
人的教育故事，这对教师而言，是一个拓
宽视野、产生思考与互动的好机会。”

老师说——
“教师是学生通往前方的引路人”

邹勇是一名语文老师，去年她踏入
了教师行业，开启了记录教育日志的路
程，“与学生之间的点点滴滴，随着时间
的流逝或许很快会被忘记，但教育日志
可以让这些美好温馨的瞬间定格下来，
也让我不断反省，继续成长。”

在与学生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她
记录下无数个难忘的瞬间，令她印象最
深的是一节公开课。“当时试用期结束时
要上一堂展示课，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
常紧张的，即使已经准备充足，但因为不
知道课堂中学生的表现，所以仍然有一
些忐忑不安。”但当展示课真正开始时，
邹勇才发现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学生
们十分配合她，无论是课堂纪律还是回

答问题，都十分踊跃积极，帮助她将这节
课呈现地更加完美。

邹勇认为，老师的职责是让如泉水
般的学生在地下蓄积，帮他争取涌出地面
的机会，让学生成为令人瞩目的喷泉，继
而汇成溪流或江河，奔向远方。“教师只是
学生通往前方的引路人，并不能成为学生
的远方，真正的远方只能是学生自己。”

“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以心换心”

王赟是一名语文老师，已有8年的
教龄，她始终保持着记录教育日志的习
惯，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美好回忆定格
下来。从教多年，她一直希望学生们能
从语文教学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而有
一年的中秋节祝福，更让她坚信自己的
语文教学是有用的。

谈及教育理念，她认为，教育学生最
重要的是“以心换心”。“今年学校开运动
会的时候，因为我不慎摔了一跤，只能在
家休养，无法陪伴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会，
但我没想到的是，孩子们不仅一直问候我，
还主动发来了很多运动会期间的照片，好
似我一直陪伴着他们。”所以，尽管脚伤还
未好全，王赟依然陪着孩子们参加军训、
大合唱，出席所有的集体活动，如同大家
长般陪伴着大家。“作为老师，不仅传授知
识，还能体会到陪伴孩子成长的满足感，虽
然偶有烦心的时刻，那也是甜蜜的烦恼。”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赟
实习生 兰倩怡 邓琳

教师只是学生通往前方的引路人
本期“师说新语”听这所学校的高中老师们谈“师生关系”

参与渠道，看这里
第一步，安装并注册

“紫牛新闻APP”；
第二步，进入“首页”，

找到“牛粉”，点开话题“师
说新语”；

第三步，点击“师说新
语”页面右下角的“红色加
号”进入；

第四步，内容输入完
成后，点击“发布”即可。

2020.9.10—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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