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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人物

十佳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黄军山 长沙市教育局
袁愈雄 娄底市教育局
王 亚 株洲市教育局
刘春联 邵阳市教育局
石自行 浏阳市教育局
黄程武 郴州市教育局
曹灿辉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杨自健 古丈县教体局
彭三英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刘文刀 宁乡市石龟完小

优秀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詹 垚 长沙高新区教育局
唐 义 常德市教育局
祝 宇 岳阳市教科院
艾志飞 永州市教育局
郑会军 宁远县教育局
唐世日 江华县教育局
李中满 东安县教育局
李新春 祁阳县教育局
蒋正争 道县教育局
朱孝阳 桂阳县教育局
胡义兵 岳阳市教体局
郭满平 桂东县教育局

黄航斌 临武县教育局
廖成清 郴州市苏仙区教育局
罗理力 隆回县教育局
晏 婷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朱方言 慈利县教育局
江士义 溆浦县教育局
曹晓晖 耒阳市教育局
向碧波 龙山县教体局
张 亮 永顺县教体局
莫晓晖 桃源县教育局
朱旺方 湘乡市教育局
张建辉 泸溪县教体局
李军锋 邵阳县教育局

易延凯 洪江市教育局
刘志凌 衡阳县教育局
高红广 汉寿县太子庙镇中学
李青平 涟源市第二小学
范青友 隆回县第一中学
刘运喜 邵阳学院
林日新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蒋军生 茶陵县舲舫中心小学
刘志宇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
钟武伟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黄 蕾 长沙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

《科教新报》编辑部

《科教新报》2017 年度十佳通讯员、优秀通讯员名单
2017 年，《科教新报》秉承“传递智慧，超越梦想”的办报宗旨，倾力打造教育类专业报的权威性、新闻性、可读性，服务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 一年来，我们用精品力作创

新湖南教育好故事，及时、准确传递了湖南教育好声音，在全省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教育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广大通讯员的密切协作、辛勤付出。 为鼓
励写作和创优，经本报编委会推荐及专家评审，评选出了 2017 年度《科教新报》十佳通讯员和优秀通讯员。 新的一年，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创更多的精品力作！

有一位教师，他在三尺讲台上默默
地奉献了 26 年。 他始终耕耘在教育教
学的第一线，呕心沥血，用无悔的青春
和执著的爱， 照亮着孩子们的希望之
路。 他，就是衡南县松江镇月堡完小教
师阳海燕。

自 1992 年参加工作以来， 阳海燕
一直坚守在乡村小学，长期担任班主任
工作。 在 26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练就了
一双“识美”的眼睛，总能够发现学生们
身上的闪光点。 对于班上的后进生，他
能发掘他们的长处去弥补其不足；面对
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也能发现他们的优
点来激发其学习兴趣。他始终以一名优
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几十年如
一日地关爱着自己的学生。

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虽然条件
很艰苦，但阳海燕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
念，积极参与教研活动，努力打造高效
课堂。 他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做到课前
备学生、备教材，课后备反馈、备辅导。
他常常挑灯夜战工作到深夜， 在教中

研、研中改，积极实践新课程标准。为创
造一个乐学的氛围，他根据自己在工作
中积累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
教学方法， 让学生们在快乐中学习知
识。

在长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阳海燕
运用多元教学工具，把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现代教学技术引进课堂，形成了“趣、
实、活、新”的教学风格。 他所带的班级
班风正、学风好，多次在学校常规评比
中获得好评，所任教班级的语文成绩在
全镇的历次统考中都名列前茅；每次由
县镇所组织的作文竞赛中，他的学生总
能取得骄人成绩，因而赢得了广大家长
的啧啧称赞，也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
肯定。

作为一名担任多年班主任工作的
教育老兵，阳海燕从不歧视或偏爱任
何一位学生。 当学生之间有了小摩
擦， 他就努力去化解矛盾； 当学生出
现厌学情绪， 他就耐心加以疏导；当
学生生病或家中遭遇了不幸，他更是

真诚地付出关爱……正是因为这样，
孩子们都对他敞开心扉， 把他当作最
亲密的“大朋友”。 经过他的教育管
理， 顽皮的孩子变得听话了， 不爱学
习的孩子变得好学了， 一些让别的老
师头疼、难管、成绩差的班级，班风学
风出现了改观。

扎实的工作作风， 灵活的工作方
法，让阳海燕赢得了领导和老师们的肯
定以及广泛的社会赞誉。 阳海燕说：“要
让学生们飞得更高更远，自己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我会耕耘不息，矢志不渝，将
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做一个让家长放
心、学生满意的好老师。 ”

从教 26 年， 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
小伙子，现在已过了不惑之年，学校的
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孩子们毕业了一
茬又一茬，但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环境
多么艰苦，阳海燕始终不忘初心，以校
为家，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
自己终身的追求，忠诚地为党和国家的
教育事业奉献自己毕生精力。

“这个社会如果只看脸，太可悲！ ”
“颜值可以让人有自信， 长得好看的人
活得也漂亮”……数九寒冬，隆回县第
一中学高三 625 班却热火朝天，同学们
就最近社会热点话题“颜值即正义”展
开激烈的讨论，你一言我一语，思维的
火花在空气中碰撞，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杨能荣看着这一切， 心里甚感欣
慰。

杨能荣是隆回县第一中学语文老
师，从教 25 年来，他凭借着创新的教学
方式与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赢得了学
生的喜爱与尊敬。 前不久，他从邵阳市
教育局捧回两座沉甸甸的奖杯———“市
优秀教师”“市高中语文骨干教师”，而
这都是他用爱心倾听孩子成长声音的
结果。

杨能荣是农家子弟，在乡野田间长
大的他拥有一颗诗意的内心。 心中有诗
意，眼中有远方，杨能荣的远方，是“做
一名好老师”。

理想照进现实，大学毕业后，他先
后任教于隆回十一中、隆回四中、隆回
一中。

隆回十一中地处有“隆回青藏高
原”之称的小沙江，面对恶劣的环境、简
陋的校舍、文化底子差的学生，杨能荣
没有丝毫抱怨， 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他鼓励学生：“只要努力就可以考大
学。 ”教学上，他采用“先学后教、讨论教
学”的方法，让学生乐学、善学。 他刻钢
板、印蜡纸，将课文问题印发给学生自
学讨论； 他放手让学生自己设疑答疑，
慢慢提高阅读水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复
习资料极其缺乏，他认真研究《语文月
刊》，和学生一起编印资料，昏黄的灯光
下，伴着淡淡的油墨香，是他们奋战的
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所带的班
级高考曾考出了隆回县最好的语文成
绩。

作为语文骨干教师，杨能荣自有一
套“绝活”。 他创设情景教学，将每首诗
歌配以山水动漫图， 学生仿佛身临其
境；他自创“零部件”写作法，提倡微写
作，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写开头、结尾，
学生对作文不再畏难；他极力主张单元
教学， 让学生通读整个单元的课文，再
就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 在他的精心

指导下，近几年有 100 多篇学生习作在
媒体发表，40 多篇作品在作文竞赛中获
奖。

“上杨老师的课，总能获得课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 ”学生程晓忍不住赞叹。

在杨能荣看来，好的语文教学必须
走出课本。 他于每周一开辟“时事问题
大家谈”课堂，聚焦一带一路、中印对峙
等热门话题，组织大家思考讨论，学生
们在“头脑风暴”中唇枪舌战、各抒己
见，思辨表达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在高三 625 班有一个“荣誉超市”，
里面放着“进步典型奖”“爱护环境奖”

“优秀团员奖”“创新奖” 等 20 余个奖
项，供学生“购买”，这是杨能荣管理班
级的“妙招”。“每学期初学生可以自主
申报，学期中用文字、照片跟踪记录学
生的活动情况，期末由班委会进行评审
认定并表彰。 ”荣誉申报制点燃班级正
能量、激发学生真善美，形成了你追我
赶的良好德育氛围，杨能荣将此写成课
题，获得省教育学会一等奖。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杨能荣默默
耕耘，倾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

倾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
———记邵阳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杨能荣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范青友

一支粉笔，写尽古往今来；两袖清风，
堪称清正廉明。 27 年来，衡南县相市中心
学校教师李朝晖、 贺中君夫妇用实际行
动，生动地诠释了“三尺讲台，一生坚守”
的涵义。

追逐理想，甘为“孺子牛”
1988 年， 正当妙龄的贺中君参加中

考，从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中师。 三年中师学习期间，她勤
奋踏实、潜心钻研。毕业后，家人为她在城
里谋了一份好工作，可她终究舍不得自己
的家乡，放不下家乡的教育。 那时的乡村
教学，多半是初中毕业的教初中，小学毕
业的教小学，师资严重欠缺。 面对这种特
殊情况，贺中君毅然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
会，做出回到母校教学的决定，并一干就
是 27 年。 这 27 年来，尽管学校条件十分
艰苦，贺中君经常是用鱼塘水洗漱，在“停
电宝”下办公，但她依然整天乐呵呵的，因
为在她心里一直满满地装着活泼可爱的
孩子们。

夫唱妇随，乐当“孩子王”
1994年，贺中君邂逅了年轻老师李朝

晖，对教育事业的共同追求，使两颗心紧
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的婚礼简单而朴
素，为了不耽误学生课程，他们没有请婚
假，选择在周末结婚，星期一照常上班。贺
中君生小孩时，也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投
入到工作中。从教 27年，贺中君一直教语
文，并担任了 17 年班主任，孩子们与她的
关系十分亲密， 她不仅是严格的老师，还
是知心的大姐姐。在工作上，她一丝不苟，
批改作业详尽又仔细，班级管理得井井有
条。 对每个学生的脾气秉性，她更是了如
指掌，并经常进行家访劝学，对学生的家
境亦非常清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
比较贫穷落后，有的学生连几十上百元的学费都缴不起，她
就主动为孩子们垫付。有时也会碰到不还学费的家长，她都
一笑了之。

李朝晖是学校的体育专职教师， 在过去重文化轻体育
的观念下，他的工作一度举步维艰。 当时，学校没有体育器
材，他便自己动手做。没有跳远设施，他自己动手挖沙坑，带
领高年级的孩子们去河滩上担河沙。一个小小的沙坑，就这
样你一担，我一担，从距学校 3 华里的河滩上担来的。 虽然
手上长出了老茧，肩膀磨出了血泡，但当他看到孩子们无忧
无虑地在自己建起的“王国”中嬉戏时，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与欣慰。 27年弹指一挥间，粉笔悄悄染白了他们的双鬓，青
春在三尺讲台中渐渐褪去华丽的色彩。时光荏苒，一届又一
届学子成才了；一年又一年，皱纹爬上了他们的额头。

奉献讲台，愿做“教书匠”
从教多年来，贺中君、李朝晖夫妇秉承“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的理念，在教育教学中，不但着眼于当下，更注重孩子
们长远的发展，为偏僻的小山村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农村基
础教育领域奉献了他们的青春与智慧。辛勤的耕耘，得到了
丰硕的回报，学子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桃李芬芳，迎风吐蕊。
他们在孩子们身上倾注了太多热情，用“心”与“爱”搭起了
通向知识殿堂的阶梯。 他们个人也先后多次被县政府评为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辅导学生获省市县级奖励，不胜
枚举。作为平凡的教师，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是人
民之福。他们惟愿以点滴付出，助力基层教育开出更美更艳
的花朵。

默 默 耕 耘 矢 志 不 渝
———记衡南县松江镇月堡完小教师阳海燕

通讯员 罗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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