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读为您导

5 月 3 日，一篇《奥数天才坠落之后》的报道走红网
络。 文章称：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2002 年和 2003 年满
分金牌得主付云皓， 因考试挂科没有正常从北京大学毕
业，从学术界销声匿迹后，现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任教，
字里行间流露出“伤仲永”的惋惜意味。 报道刷屏之后，
付云皓发文称， 学业上有天赋的人从事基础教学工作
绝非可耻，他并没有心理落差。 （5 月 7 日 界面新闻）

和之前飘在云端的“奥数天才”相比，现在的付云
皓活得似乎更真实，这种真实，不是天才“坠落”，而是
自我回归。

一段时间以来， 奥数竞赛虽然选拔出了一批天赋
过人的孩子，但更多孩子因为奥数，经历了过山车般的
大起大落：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噪、变身名校
高材生，最终又被残忍地打回原形。

生活毕竟不是在天上飞，又有几个人能在“天才”
的光环里全身而退？ 在北京大学，付云皓因为挂科没能
顺利毕业，经过几番波折，他成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的
一名教师， 与学术悖离的职业选择令人流露出“伤忡
永”的惋惜。

但在笔者看来，脚踏实地的奋斗更值得尊重。 付云
皓没有自我放弃，卸下光环之后，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
的人生：无法继续“天才”的传奇，就做一个普通人，努
力寻找生活的意义；不能从事学术研究，就做一颗教育
战线上的螺丝钉，在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 要知道，在
二本师范院校当老师和在名牌大学做学术研究， 两者
并无高下之分， 教书育人的事业同样需要全身心地投
入和付出，付云皓的选择，理应得到大家的真心祝福。

盛名之后谁知辛酸？ 反观事件本身，应该反思的其
实不是“坠落”的付云皓，而是我们的人才选拔和培养
机制，为什么付云皓的故事一次次重演？ 是什么将“天
才”们推上荣誉的山巅，又将他们拉向“坠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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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份良心事业
———常德市鼎城区大龙站中学校长廖利平素描

5 月 13 日，长沙，数十位湖南省湘绣研
究所的绣娘身着古装陪伴老母亲绣起了湘绣，
并现场吟诵《游子吟》，以此方式与老人们共度
母亲节。 图为一位母亲在体验湘绣。

中新社 杨华峰 摄

慈母手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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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垣县，石栏镇的“让妈妈回家”苗绣文化扶贫项目，帮助在
外务工 10年的妈妈吴整萍在当地就业，曾经日夜期盼的母子团圆今天
成了生活日常。 新华社 李尕 摄

点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妈妈用巧手穿针引线，绣出了幸
福的生活，更绣出了永恒的母爱。

看图说话

□ 余 娅

脚踏实地的人生
才真实

本报记者 刘芬

现任常德市鼎城区大龙站中学校长
的廖利平，从教 30 年，先后任 8 所农村
中学校长。 2015 年，在鼎城区教育局督
导室工作一年后， 他又请缨到农村教育
一线工作， 廖利平的一生注定与乡村教
育有解不开的缘分。

“教育是良心工程，农村的孩子只能
靠读书改变命运， 农村教育人就是他们
的引路人。 ”带着这一份“良心”，廖利平
每到一处， 总是尽全力给学校和学生带
去一些改观。
“老师办公室都装上了空调，校长室没有”

“以前一下雨我们就得给孩子送雨
鞋，廖校长来了后，又修路又种树，学校简
直是大变样。 ” 5月 14日一早，记者在大
龙站中学碰到送孙子上学的吴奶奶。“用
良心做教育”，廖利平到校才一年多，便成
了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干实事的好校长”。

大龙站中学只有 9个班， 每年的经
费并不多， 如何用有限的经费建一所小
而精致的学校？廖利平的诀窍是“把每一

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每个新学期，学校都有新变化。“我们

学校以前是旱厕， 过了一个假期再来，就
变成水冲厕所了，还装上了水龙头。 ”“以
前我们经常端着饭坐在台阶上吃，现在食
堂配了餐桌，按座有序就餐”……细数学
校的改观，学生们最有发言权。

“不管做什么，廖校长总是身先士卒。
他带头住校，带头清理下水道，我们老师
办公室全都装上了空调，只有校长室没有
装。 ”在学校工作了近 40年的九年级班主
任毛开进告诉记者。廖利平却说：“给老师
们装好空调可以让他们安心备课，更利于
教学教研活动的开展。 ”
“5 年内创精品学校，5 年后创特色学校”

“5 年内创精品学校，5 年后创特色学
校”， 廖利平到大龙站中学之初就定下了
目标。他到学校一年多的时间，学校不仅面
貌变了样，教学质量也有了新突破。

“包班、包教师、包学生”，廖利平要求
行政班子全部包班到人。九年级学生闻某
正处在叛逆期，沉迷网络，他自然成了校
长“重点关照”的学生之一。“廖校长从来

不提我的缺点，每次都和我聊一些发生在
他身边的故事，帮我树立目标。 ”在廖利平
的影响下，闻某变得积极上进，现在还当
上了体育委员。

学生赵晓萌六年级毕业后， 家长要把
她转到城里学校读初中， 赵晓萌跟家长商
量，“让我在大龙站中学先读一学期，要是不
能在前三名，我再转学。”在老师的指导和她
的努力下，赵晓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以前，每到初一开学时，学校总会流
失几个成绩好的学生， 现在教学质量提升
了，优秀学生愿意留下来了。 ”该校初一年
级班主任陈定前说。 去年，学校有 27名学
生参加中考，7人考上了鼎城区一中，中考
成绩综合评比较前一年进步了 18个名次。

带着目标出发，廖利平带着大龙站中
学行走在“创精品学校、特色学校”的路
上。 记者问他还打算在农村干几年，廖利
平坦言：“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该为乡村教
育多出一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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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八千教师手绘扶贫攻坚画卷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刘政

5月 9日，记者在宁乡市道林镇见到了因
“手绘扶贫地图”走红的扶贫干部———道林基
地校派驻金石村“第一书记”熊友泉。

道林镇金石村共有贫困户 86 户 200 人，
分散居住在面积 16 平方公里的山村里。 3 月
份驻村扶贫以来，熊友泉一边走访贫困户，一
边将走访路线手绘成地图， 用不同的符号标
注农田、道路、山丘、鱼塘等地理事物，并标明
贫困户家庭所在位置。 熊友泉告诉记者，出于
教师的职业习惯， 他希望扶贫工作也能有章
可循，做到扎实高效。

宁乡市教育局人力资源科科长李兰芳介
绍，今年以来，宁乡市教育局紧跟部署，加大
脱贫攻坚工作力度， 教育系统动员全体在编

在岗教师投身扶贫攻坚战，8200 多位像熊友
泉一样的驻村干部和扶贫教师， 正在用巧手
绘制一幅扶贫攻坚的动人画卷。

帮扶队伍 幼教“女兵”挑大梁
年近 40 岁的龙静是宁乡市幼儿园的一

名幼师， 去年年底， 她在生育二胎时遭遇难
产，早早地诞下了妊娠 6个月的宝宝。 孩子抢
救了过来，但龙静的身体状况却大不如从前。

今年 3 月， 宁乡市幼儿园召开脱贫攻坚
动员会，龙静主动请缨，加入结对帮扶队伍。

宁乡市幼儿园副园长成奋拿出结对帮扶
花名册，全园 42 位老师对口帮扶喻家坳乡 44
名贫困户。“龙静、谢丹、刘赛芬、尹金平……
她们都是刚生产完不久的妈妈， 有的本来还
在休产假。 ”成奋告诉记者，幼儿园女老师居
多，42位帮扶教师中， 有 35 位女教师，“我们
的扶贫队，‘女兵’挑大梁”。

巾帼不让须眉， 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一点
都不弱，3月份以来的两次集中走访， 没有一
名帮扶责任人缺席。 刘赛芬带着年幼的孩子，
拉上公公婆婆一起去扶贫； 龙静说动幼儿园
周边的餐馆老板， 为贫困户养殖的土鸡打开
销路；老师们把贫困户当作朋友、视为亲人，
经常联系、 时时挂念……幼儿教师的体贴细
致，让这支队伍有了温柔的力量。

“第一书记” 要从头学用心做
宁乡市教育系统共派出 39 支驻村帮扶

工作队、40 位驻村“第一书记”。 双江口基地
学校副校长姜月华，是双江口镇基地学校派
驻该镇槎梓桥村“第一书记”，他笑称，“扶贫
跟教书大不一样， 好多东西要从头学起。 ”
《结对帮扶工作手册》《教育扶贫专项政策口
袋书》等扶贫资料，每位“第一书记”都必须烂
熟于心。

姜月华说，“光是教育扶贫， 就有学生资
助政策、雨露计划等内容，具体到贫困户所在
家庭学生，我们要摸清他们的实际情况，再根
据扶贫政策，确保每一项补助发放到位。 ”

第一书记要懂政策、懂方法，更要有一颗
热心和满腔热血。

金石村“第一书记”熊友泉在他的《驻村日
记》里写到：“4 月 8 日，走访贫困户蒋某，了解
他的小女儿在道林中学读寄宿，回来后落实其
补助有无发放到位”“4 月 13 日， 走访贫困户
张某，回来后思考如何为张某在宁乡九中读书
的孙子送去温暖”“5月 8日， 和贫困户谭某在
家待业的儿子进行交流，和他商量养殖致富是
否可行”……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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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书记夫人”发飚
考验正常家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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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三点半难题”的湖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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