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年，他辗转执教在湘西大山里的
4 所农村学校， 用爱心呵护着大山学子
一方朗朗晴空；16 年， 他含辛茹苦地照
管家中的侄儿，用真心撑起孩子们一片
希望天空；20 年， 他不离不弃照顾家中
3 位病重老人， 用孝心温暖着老人们一
片寂寥夜空。 他就是龙山县他砂小学教
师田清浩， 犹如武陵山中的一颗芭茅
草，他扎根于贫瘠的岩缝，顽强地生长
着。

每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
田娇娇是田清浩的学生，虽然家庭

条件不好，但她非常爱学习，在田老师
的悉心辅导下，田娇娇在全县全能竞赛
中捧回了“三等奖”，最终凭借着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一本医科大学。 多年来，田
清浩教过的学生有 30 多名被重点大学
录取， 他本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学
科带头人，2014 年更是获得“湖南省优
秀教师杰出奖”。 回首往事，田老师的目
光总是变得遥远而深邃。

在田清浩的笔记本中夹藏着一张

简洁的彩色画，这是他收到的教师节礼
物。 画上画着一株兰草，开着状如心脏
的花瓣， 下面写着几句朴实的话语：田
老师，我家穷，没什么东西感谢您，这张
画就当作个纪念吧，学生陈尧。

陈尧父母出门打工几年都没有回
家， 家里只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和
一个读幼儿园的弟弟。 一次，陈尧几天
都没来上学，田清浩去他家走访，崇山
峻岭的山坡上立着一栋破烂不堪的木
屋，黄泥火塘的里间，两张陈旧的木床
上铺着两床补了又补的旧被盖。 陈尧奶
奶噙着泪说：“他好歹也上了 4 年学，还
是让他弟弟读吧，实在没有办法呀”。 陈
尧坐在火塘边流着泪，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学校， 在田清浩的组织下，同
事们一共凑了 400 多元现金，连夜送到
陈尧家，陈尧只喊了一声“老师”便已泣
不成声。 就这样，这个差点因贫失学的
学生，终于重返课堂……

做人需要的是担当和责任
田清浩家里如同一个托儿所，16 年

来，除了照看自己的 2 个孩子，他还担
负 4 个侄儿侄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的
一切学习、生活费用。 作为一名农村教
师，他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从无怨言。 他
总是说：宁愿自己过得清苦点，也不让
一个孩子失学。

2011 年， 他的三弟因脑癌离世，留
下了小孩和患有肺结核的妻子，他一边
抚养三弟的孩子，一边寻医问药、操劳
奔波，脚步遍布全省各地,短短几年，支
出就高达十万多元。

田清浩岳父多年疾病缠身， 今年查
出了胃癌， 经过切除手术， 老人卧床不
起，他往返于家校之间：老人头发长了，
他背着老人去理发店理发； 老人身子脏
了，他为老人洗澡；周末、节假日，他总是
变着花样买老人喜欢吃的水果和菜品。

不幸的是，今年 8月，他的母亲又被
确诊为中晚期肺癌，3 个多月时间，他不
断往返于家里、学校、吉首 3 地，照看着
3位病患的同时，没有耽误一天工作。

生活是不幸的，但田清浩笑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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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尹足运老师时， 他正组织青年教师
写作大赛。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尹老师
拿着红笔跟阅卷的老师们交代评分细则。 得
知我们的来意， 尹老师有些腼腆， 但笑容灿
烂。 他说：“我只是个很普通的乡村中学教师，
这些年看到青年教师的成长， 看到越来越优
质的教师队伍，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衡南县
鸡笼中心学校地处衡南西陲， 生活条件较差。
昔日的同事们“孔雀东南飞”，纷纷前往条件优
越的民办学校任教。此情此景，令 27年教龄的
老乡村教师尹足运痛心疾首。 2011年，尹老师

多了一个身份———学校教研主任，他开始改换
思路：与其去要师资，不如自己培养。

创造条件，争取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外
派学习的机会； 经常把青年教师放到同一个
平台 PK，给他们提供更多交流和锻炼的机会
是这些年尹足远的教师培养心得。 回首来时
路，往事如电影画面般浮现眼前......

青年教师教学比武。 尹老师为此做了详
尽的方案，调动 35 岁以下老师参加，结果很
多 45岁以下的老师也主动要求参与。 比武历
时 2个月，从说、授、评全面比拼，共录制了 10
多堂优质课，供青年教师参考学习。 随着比武

活动的展开，教师教研热情空前高涨，教学水
平得到极大提高。 教育局教研室欧阳主任对
此项活动更是大加赞赏。

尹老师趁热打铁， 组织文科老师写作大
赛，理科教师解题能力竞赛。 在数学解题能力
竞赛中，有个青年物理教师坐不住了，主动找
来，央求尹老师也组织物理解题能力竞赛。 竞
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学习热情， 随之
而来的是丰硕的成果：2016 年湖南省第二届
中学教师解题能力竞赛， 全县初中组只有 5
人进入省队复赛， 鸡笼中心学校就有 3 人；
2017 年写作大赛，全县 26 个乡镇 80 人获奖，

鸡笼中心学校占了 8人，其中 3人获一等奖。
在尹足运的带领下， 鸡笼中心学校为青

年教师搭建了成长平台。 李衡是成长较快的
一个，他一直保持着两个习惯：一是每年的高
考题必做，二是月考卷全部自己一个人出。 他
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功夫在日前举办的化学微
课赛上捧回了“一等奖”；在尹老师的指导下，
符敏老师主持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课外阅读
活动》被推荐为省级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教
坛老兵尹足运带领一众老师苦练内功， 引领
着鸡笼中心学校的美好未来。

通讯员 莫凌真

尹足运：带领教师练内功的教坛老兵

在 2017 年邵阳市中小学骨干教师
评选中， 隆回县第一中学政治教师、办
公室主任范青友被评为“邵阳市高中政
治骨干教师”， 这是他从教生涯获得的
又一殊荣。 范青友被人称为“松坡园里
孺子牛”，20 余年来他一直坚守在教育
一线，勤奋努力，积极进取，在三尺讲台
上挥洒青春和汗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教师职业的神圣与光荣。

一心扑在工作上
范青友参加工作 20年，在学校管理

岗位上有 19年， 自 2004年 8月起担任
隆回县第一中学办公室主任至今已 13
年多。在这所号称“松坡园”的校园里，他
似孺子牛般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一方
面，他坚持真诚待人，想方设法协调好各
方面的关系， 使学校行政班子高效协调
运转；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大型
活动均由他组织、主持，他策划、组织的
毕业典礼系列活动更是广受好评， 已成
为隆回县第一中学德育活动“经典”。 另
一方面，他积极做好学校宣传工作。学校
连年被评为“隆回县新闻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他亦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通讯
员”。同时，他还负责编审学校校报《隆回
一中》，至今已出版 35期，校报以高质量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全国中小
学优秀校内报刊评选活动”中，校报《隆
回一中》两次荣获全国一等奖，他本人多
次被评为“湖南省中学校报刊优秀记
者”。 2014年，隆回县第一中学先后获评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中国综合
实力百强中学”，这两个国字号荣誉的申
报材料均出自他之手。

关爱每一个学生
范青友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

理念，理解、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 他
努力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得人心的
教育方法去影响学生。 他充分发挥善做
思想工作的长处，以深入细致的思想工
作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线，对学生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 他绝不讽刺、挖苦、侮辱、
排挤任何人，始终坚持“三不”原则：不
罚、不告状、不要学生写检讨。 他甚至更
同情、更看重“落伍者”，用爱心呵护每
一位“受伤者”，给他们做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作。 难怪不少他教育过的学生感
慨道：做范老师的学生幸福，在范老师
手里的“后进生”万幸。

创造充满激情的政治课堂
范青友始终把成为学者型教师作

为自己的目标，孜孜追求。 通过多年的

教学实践，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
色———把握感情主线，创造充满激情的
政治课堂，力求寓教于情，寓教于乐。

在教学中，他始终把学生的“学”放
在教学的核心位置上，坚持启发性、研究
性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实
施上，不强求“齐头并进”，而是正视事
实，追求“差异发展”。在教学方法的设计
上，他突出落实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比如开展形式多样
的“课前 3 分钟”“时事评述”等活动，极
大地刺激了学生的表现欲， 在轻松中锻
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解读时事的
能力，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荣誉纷至沓来。 他参加湖南省第四
届高中思想政治优质课教学比武夺得
全省第二名；2010 年 9 月， 他被评为隆
回县高中政治学科带头人；2012 年被评
为“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2014 年 6
月，他被选聘为高考阅卷教师，入选为
核心组成员，被评为“湖南省高考阅卷
先进工作者”。 2017年 9月，他被评为隆
回县优秀教师。 此外，他有多个课题研
究成果获省、 市奖励，20 多篇教育教学
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国家级、
省级奖励。

在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经常能看到这
样一个身影，天刚微亮，他便来到学校和学
生们一起迎接第一缕曙光；黄昏时分，当热
闹的校园归于寂静，他最后一个离开校园，
为学生们送走最后一抹余晖...... 他就是郴
州市第九完全小学校长雷富光。

现年 43 岁的雷富光是郴州嘉禾人，
自 1995 年 7 月于湖南科技大学生物系毕
业后， 他已在教育行业摸爬滚打了近 21
年，至今担任过 5 所学校的校长。 犹如一
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这位年轻的校长
一路走来，以他清晰的工作思路、创新的
工作方法、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
成绩践行着他的教育梦，成为郴州教育界
的一颗明星。

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一所出色的学校总是跟一个出色的

校长联系在一起。
雷富光在南溪中心学校任校长之后，

不久即遭遇了“8·8”洪灾，他带领一众老
师清淤泥、搬石块、挖土方、背水泥；积极
协调各方关系，争取到重建资金，在最短
的时间内完成了学校灾后重建；在万华岩中心学校时，他对学
校的办学条件进行大力改善，各方争取资金 200 余万元，建设
了学生公寓、食堂、澡堂和厕所，为农村学生创办了优良的学
习环境；在华塘中心学校，他到任后积极调研了解情况，对症
下药，创新工作方法，迅速扭转了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

2007年，雷富光在竞聘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出任郴州
市十一完小的校长。 面对这所合并学校的种种困境，他迎难而
上，理顺各方关系，迅速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教师培
训，短短一年的时间，管理无序的十一完小成功转型为一所正
规的公办完全小学。

打造校本教材，引领孩子成长
雷校长每到一所学校， 都要用真善美的理念引领孩子们

成长。
在万华岩中心学校，他用女排精神锻造孩子们的精气神。

指导开发的校本教材《女排精神伴我行》获“省基础教育成果”
二等奖，是郴州市选送的 69 个成果中唯一的二等奖。 中央电
视台对此项成果专门录制并予以推广。

在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 他深入挖掘这所老校的文化内
涵，指导开发“雅文化”校本教材，以共建绿色校园、文化长廊、
雅“悦”读等课程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习作长廊”“书香漂流
站”“书香少年”等一系列极富创意的活动相继开展，学校文化
气息日渐浓厚，伴随着书香和校园里百年柚子树的馨香，孩子
们逐渐成长为宽容而独立、博学而智慧的少年。

新课改助力课堂革命
在新课改背景下，雷富光制订了《九完小课改教学流程》

《九完小课改观课评价标准》 等一系列符合自主学习理念、科
学化、本土化的新课堂操作模式。

在九完小，他着力推行课前微视频、课中微资源、课后微
检测、课堂微观察的翻转课堂。 学校现已建成智能录播教室，
实现校园网络全覆盖， 所有的人都可登录学校的网站收看学
校进行的各项活动。

“我们在开学之初就自觉针对自己在新课改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选题、立题。”九完小李老师说。雷校长重视微型课题研
究，他请来市、区教科所的专家手把手地教老师们怎样写开题
报告、结题报告，怎样开展课题研究。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全校
教师的教科研意识得到提升， 学校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微型课
题，新课程理念烙上了每一位教师自己的印记。

在雷富光的不懈努力下，学校涌现出一大批市区名师、骨
干教师；他撰写的《探究性教学在生物实验教学中的尝试》在
省级刊物《湘南学院学报》上发表，他主持的《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提高识字教学效率的研究》省级课题获省一等奖；九完小
连续 5年被评为北湖区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松坡园里孺子牛
———记邵阳市高中政治骨干教师范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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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昌盛 丁鹏 余敏 向碧波

武陵山中的芭茅草
———记龙山县他砂小学教师田清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