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开学季， 衡阳县西渡镇春晖小
学学生家长都会争相打听徐虹雁任教哪
个班级， 期盼着孩子能在徐虹雁的班级
就读。 这个现象令人生疑：徐虹雁何许人
也，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33年前， 花季少女徐虹雁从长沙师
范学院毕业， 踏上讲台开启教书育人的
漫漫人生路。 如今年过半百的她依然只
是一名普通小学教师，没有耀眼的光环，
没有炫目的头衔，但她勤学敬业、爱生如
子， 早已成为该校的一张名片， 一块招

牌。
学生小林很喜欢徐虹雁的数

学课，学习小数计算时，他对课堂
上和同学一起探讨“数位对齐”这
个知识点的时光记忆犹新。 徐虹雁
紧跟新课改的要求，把课堂分为课
前预习———分组讨论———总结 3
个阶段， 以各种教学方式营造轻
松、活泼上进的学习氛围，用学生
乐于接受的方法来教学。 近几年所
带的班级数学学科都是第一、第二
名。 多年来的教学积累，让她的教
学风格自成一家，被同事称为教学
工作中的“标杆”。

“给学生半桶水，自己要是流
动的自来水。 ”徐虹雁告诉记者，新
时代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 只有

“多才多艺”才能更好地启蒙学生。
她认真学习新教学大纲，以新思路、新方
法来指导工作。 徐虹雁学而不厌，自觉加
强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 不断对
自己“充电”。 工作之余，徐虹雁勇于探
究，努力钻研教材，分析每堂课成功在哪
里，哪里不足，不断地总结，在反复实践
和磨练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
平。

同时， 徐虹雁还先后参加中西部教
师国培、 小学数学计算机技术提升工程
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等多项培训。 徐虹雁

自费购买《轻松做老师，教出好学生》《赏
识教育》《成功教育》《班主任管理》《给老
师的建议》等上百余教育书籍，阅读大量
关于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写
了 2 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使
自己的教育理论始终与时代接轨。 她的
多篇教育论文获奖，其中《试论小学数学
课堂如何渗透数学模型思想》 一文在国
家级刊物上发表。

徐虹雁在课堂上是严肃的，而课后，
她却时刻保持着“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
姿态。“我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宝贝孩子
一般看待。 ”这是徐虹雁的一句口头禅，
也是她对自我的要求。

小学生活泼、贪玩，在你追我赶中很
容易磕着碰着。 有一次，学生王惟楚玩游
戏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徐虹雁立即跑过
去一把拉起王惟楚，见他一个劲地哭，徐
虹雁马上感觉到不对， 她立即背起王惟
楚就往医院跑，医生一检查原来骨折了，
幸好送医及时。

作为班主任， 徐虹雁无微不至地关
心学生的生活、学习。 班级里总有那么几
个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徐虹雁对症
下药， 并鼓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是个好学生。

在徐虹雁的谆谆教诲下， 她所担任
的教学科目在西渡镇乃至衡阳县的检测
中每次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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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妈，这个问题我知道答案。 ”文玉
华抛出问题，立马有学生举手回答。10月
9日，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中学初一年
级语文课堂上，文玉华一边讲解课文，一
边和学生互动。 与孩子们朝阳般的笑脸
相映的，是她脸上亲切和蔼的笑容。

“文妈”是梳子铺乡中学学生对文玉
华的亲切称呼， 文玉华觉得这个称呼是
学生对她的最高赞美。

文玉华是一个城里姑娘， 大学毕业
后， 她被安排到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任
教。 就在她欢欢喜喜拿着派遣单从东安
县教育局走出来时， 碰到了她中学时的
语文老师文远尚———时任东安县新圩中
学校长。寒暄中，文校长面露难色地和她
聊起了新圩中学的情况，由于地处偏僻、
经济落后，优秀教师引不进、留不住，新
圩中学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 说
话间，文校长停顿了一下，用很低的声音
问了一句：“你能来我们新圩中学教书
吗？ ”一时，文玉华没有作出回答。

那一晚，文玉华辗转反侧。“去吧，要
远离家里人；不去吧，山里的孩子更需要
我。 ”第二天，文玉华没有和父母商量，在
东安县教育局的派遣单上更改了她的任
教学校。 就这样， 她将自己的第一个 13
年献给了东安县偏远的新圩中学和中田
中学的孩子们。

文玉华至今还记得她离开新圩中学
的场景，即便是暑假，为她送行的家长和
学生却有好几百人。 已退休的老校长拉
着她的手说：“孩子，去吧，有空，常回家
看看。 ”

第二个 13 年，文玉华随丈夫来到了
梳子铺乡中学， 这是一所更加偏僻的乡
村学校。在这里，文玉华将自己的全部精
力投入到了教育教学中，由于表现突出，
她被评为了“零陵区首届十佳师德标

兵”，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
农村教师。 此时，进城工作的
大门又一次为她敞开， 她拒
绝了。 文玉华知道，这里的孩
子更需要她。

梳子铺乡中学的大多数
学生是留守儿童。 平日里，文
玉华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
承担起了家长的工作。 一有
时间， 文玉华就会去集市买
一些食材， 动手做学生们最
爱吃的零食。 春天做野菜粑
粑，夏天做冰淇淋，冬天做南
瓜饼。

“李超 2 月 14 日，黄萌 3
月 5 日……” 记者翻开文玉
华的记事本， 按照月份和具
体日期的大小顺序， 上面清
晰地记录着她每一名学生的
生日。 文玉华说，每逢学生生
日， 她会利用班会课组织学
生为“小寿星”唱生日歌、送祝福，让学生
感受班级的温暖。

26年间， 文玉华资助的贫困学生达
13人。 新圩中学的学生刘应红学习成绩
很好，但是经常请假。文玉华家访后才知
道，刘应红的父亲年迈，母亲瘫痪在床多
年，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每逢农忙季
节，文玉华便会利用双休日、暑假，到刘
应红家帮忙割禾插秧， 有时还组织班上
一些学生去帮忙。 除了生活上给予帮助
外， 文玉华承担起刘应红初中阶段的学
习费用、中餐费和高中阶段部分学费。 如
今，刘应红已成家立业。

说起和学生的故事， 文玉华开心得
像个孩子，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满满的幸
福。虽然已毕业多年，像刘应红这样接受
过文玉华帮助的学生仍不忘恩师。 今年

教师节，文玉华接到很多学生的电话，有
嘘寒问暖的，有真情祝福的，更有学生和
她话起了家常……

文玉华教学成绩优秀，有人叫她“考
试专业户”。 可别人不知道的是，在荣誉
背后，她付出的努力。 双休日，当人们在
休闲娱乐的时候， 文玉华走在家访的路
上；深夜，当人们进入甜美的梦乡时，文
玉华写着当天的教学后记；寒暑假，当人
们在旅游赏景时，文玉华在查找资料，解
答教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文玉华扎根山野，3 次拒绝城市的
“诱惑”，用执着的真爱和款款的温情，坚
守了一位师者的初心， 守护着山里孩子
的希望。付出总有回报，文玉华先后被评
为“永州市优秀教师”“湖南省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记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中学教师文玉华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陶真

他原本是一个军人， 因为教育
梦想在讲台上坚守了 34年。

他是浏阳市金刚镇六栋完小教
师李性蒲。

出生于 1963 年的李性蒲，17 岁
高中毕业后当了 3 年教师；20 岁时
怀着对部队的无限憧憬， 他应征入
伍；1986 年，从部队退伍后，李性蒲
有多种就业选择， 但他毅然回到了
浏阳市金刚镇，回到教师岗位上。

“农村缺老师，我入伍前就是老
师，也热爱当老师，便回来了。 ”这就
是李性蒲简单而淳朴的理由。

“不管工作多难，都要挺住”
从教 30 余年来，李性蒲辗转多

所学校， 除完成学校分配下来的常
规教学任务外， 更是连续多年担任
班主任及教导主任双重职务。“不管
任务多重、工作多难，都要挺住。 ”他
时刻用军人的作风要求自己。 长年
累月超负荷工作， 也让他的身体出
现了“故障”：2003年，他被检查出患
有冠心病；2008年，又患上脑血管畸
形并进行了开颅手术；2013 年，冠心
病情况恶化， 在浏阳市人民医院进
行了射频消融手术。 但他并未被疾
病打倒，在接受手术后没多久，便又
回到了学校，拿起课本，走上讲台，
因为他担心学生们的功课被落下；
2015年，因长期的中耳炎导致耳道内长息肉，李性蒲在
医院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便又回校上课；2017 年清明节
扫墓时，一根刺扎进右眼眼球，李性蒲右眼视野缺损成
为盲区，手术后他头部缠着绷带出现在了课堂。学生们
看着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李性蒲却说：“课堂就是我
的任务， 坚持完成任务是我在部队接受教育养成的习
惯。 ”

“要想正人，必先正己”
“在战场上，党员都是冲到最前面的。”在教育学生

时，他原则也是“喊破噪子，不如做出样子；要想正人，
必先正己”。所以，无论课堂内外，他总是以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感
染师生。

当他要求老师们搞好教学教研时， 自己带头上教
研课， 先后 4 次参加浏阳市课堂教学评优比赛均获得
市级一、二等奖，7 次获浏阳市政府嘉奖；当他要求学
生努力学习时，他先自学知识为学生做示范；当他教育
学生热爱劳动时，他和学生一起参与劳动的全过程；当
他叮嘱学生遵守纪律时， 他首先做到了遵守校纪班规
……现在，学生主动弯腰拣废纸了，老师主动上教研课
了， 早晚有人主动开关电灯了……当他表扬老师和学
生时，师生们都回答他：“我是跟你学的。 ”这句话震撼
着他的心灵，他感觉无比欣慰与自豪。

“尽自己的力量，把学生教好”
“李老师，不好了，黄勇（化名）不见了！ ”当李性蒲

得知班上学生黄勇和家长闹矛盾离家出走的消息后，
他立马到其他学生家里以及该学生家附近的山上帮忙
寻找，直至当天晚上 11 点多，在获知黄勇平安归家的
消息后，他才返回自己家。学校里有一位患有癫痫的特
殊学生，李性蒲总是在该生发病时及时赶到他身边，帮
助他控制病情……像这样关心鼓励学生的事到底有多
少，李性蒲自己也不记得了，他 20 余次被评为金刚镇
优秀班主任、3 次被评为浏阳市优秀班主任就是最好
的证明。

在学生们眼中，李性蒲是老师，更是他们生活上、
学习上遇到问题时不断给予关怀的好长辈。 他的办公
室最热闹，总是有学生愿意来找他聊天，寻求帮助。“尽
自己的力量，把学生教好，不辱使命，不负家长。 ”就是
李性蒲 34年坚守的理由。

不管是在激情燃烧的沙场，还是在坚守了 34 年的
温情课堂，李性蒲始终坚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默
默耕耘。

春风化雨，默默滋润苗儿长
———衡阳县西渡镇春晖小学教师徐虹雁素描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谭青兰

26 载，深情守望山村娃

文玉华（右二）与学生合影

李性蒲辅导学生

徐虹雁在上数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