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厉兵秣马待春风

点评：厉兵秣马待春风，将训练落实到日常的
教学、比赛之中，冠军之乡才会后继有人。

看图说话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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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瑶

南华大学网络新闻中心主任曹正平
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打仗。

早上采访拍摄，中午处理照片、给各
个平台投稿，下午更新学校网站，晚上给
学生进行摄影培训……他就像一个旋转
的陀螺，一刻也不停歇。

曹正平今年 54岁，但在他身上依然
保有“少年感”———喜欢探索和发现，对
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学生说，“曹老师捣
鼓起无人机拍摄来，比年轻人还在行。 ”

在教育宣传战线工作 28 年，曹正平
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新华社、 中国教育
报等多家媒体的签约摄影师， 把一份业
余爱好做出了专业成就，在他看来，摄影
就是他写给教育事业的情书。

半路出家的摄影师
曹正平是个半路出家的摄影师。

1983 年，技校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湖南省
祁东县化肥厂工作， 火热的工厂生活让

他爱上了摄影。 1987年，他通过成人高考
考入了湖南轻工业专科学校职工摄影艺
术大专班学习。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工
厂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作品毕业展览，也
因此被原衡阳医学院看中，走上教育新闻
宣传岗位。

为了能快速上手，曹正平想方设法拜
师学习，读报是他最好的学习方法。 那时
候，他经常守候在收发室，第一时间阅读
报纸的每一条新闻，仔细研究报纸刊发的
每一张照片。 当看到好的新闻图片，他就
仔细琢磨，去模仿拍摄。

每次向媒体投稿时，曹正平都会给编
辑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思路和拍摄采访讲
述清楚， 同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幸运的
是，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他们有的
会写信回复我，有的会打电话告诉我哪里
需要改进。 ”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给了曹正平源
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他走进教室、图书馆、
实验室，把镜头对准老师、学生，对准校园

的春夏秋冬。 就这样，曹正平的作品先后
在《湖南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科教新报》等媒体上发表，成为一名根植
于校园的教育新闻摄影工作者。

不怕苦的“拼命三郎”
在同事眼中， 曹正平是个“拼命三

郎”。 2017年 9月南华大学新生开学报到，
曹正平不慎遭遇车祸， 锁骨粉碎性骨折，
必须进行手术。 术后第二天，他了解到新
生们军训时将在广场上进行叠被子比
赛，为了不错过这条新闻，他不顾医生阻
拦，准时出现在比赛场地，吊着绷带、趴
在草地上， 用一只手拍下了比赛的精彩
场面。 最终，这条图片新闻不仅被新华社
采用，还在光明网首页和《湖南日报》等媒
体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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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余娅 版式：曾善美 责校：钟智勇

他把镜头对准校园的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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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成为校园的符号
———常德市武陵区建设文明校园走笔

严教风立学风
让“混字诀”退场

□ 余 娅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雷江峰 孙家昌

10 月底， 湖南省文明委对首届全国文明
校园———常德市第一中学、 北正街小学进行
复查，测评小组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座谈、查
阅资料、听取汇报后，对两所学校给予了高度
评价。 测评复查组组长、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处处长史锋称赞：“两所学校
文明创建的标准、 水平和工作思路都非常不
错，值得作为典范向其他学校推介。 ”

2017 年 11 月，在首届全国文明校园评选
中，位于常德市武陵区的常德市第一中学、北
正街小学双双获评。 这项全国性殊荣的背后，
是种在校园里的文明种子在生根发芽。

当文明成为校园的符号， 成长在文明校
园里的学生又是哪般模样？

建校 100 多年来， 常德市第一中学走出
了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翦伯赞等一大批
仁人志士，学校校史馆中关于他们的记忆，见
证了近代中国走向文明崛起的历程。 文明风
骨历久弥新，今天，走进常德市第一中学的美
丽校园， 文明已经浸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
之中：从“敬、勤、勇、公”的校训，到校长唐会
荣“塑魂、赋能、立人”的办学理念；从以“做谦
谦君子”为主题的系列国旗下讲话，到“每周
一言，每周一读，每周一看”的德育活动课程
化，文明已经植入了一中学子的灵魂。

在武陵区北正街小学，由 24 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组成的魔方墙最受学生喜爱。“诚
信就是不骗人”“友善就是同学之间互相帮
助” ……孩子们用稚嫩的语言讲述着他们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北正街小学将
知识和文明的种子同时播洒进孩子们心里，

静静等待花开。
近年来，“常德市芙蓉百岗明星”“武陵区

道德模范”“常德市优秀教师”“武陵区最美教
师”等先进典型不断从校园涌现。 言传身教
的文明教育， 令学生把文明礼仪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激发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2015
年，“美德少年” 姚子娴同学参加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

2017 年，武陵区启动了为期 5 年的“文明
武陵，从我做起”主题活动，通过区委、区政府
领导率先垂范，推动了公务文明、校园文明、
出行文明、社区文明、乡村文明、商务文明、家
庭文明和网络文明八大文明倡导活动， 市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今年 5 月， 武陵区金丹实验学校三年级
122班的 48 个孩子看到新河风光带环境遭到

破坏，便给武陵区委书记、区第一河长莫汉桃
写信呼吁保护新河， 莫汉桃回信点赞孩子们
对家乡环境的热爱；前不久，东升小学邀请家
长来到学校，感受学校的“君子礼仪”教育氛
围；甘露寺小学开展“温情暖留守，先锋做表
率”活动，鼓励孩子们博爱笃行；育才小学将
“文明礼仪”护照发放到了每个家庭……武陵
区各学校开展的“21 天好习惯训练营”“千名
家长进学校”“千名学生进社会”“文明交通我
劝导”“小手牵大手，文明一起走”等一系列活
动，让文明之风从学校吹向了全社会。

为了“让每一个安化人都会打羽毛球”，安化县大力推广由世界
冠军龚睿那创作的“睿那羽毛球操”，将羽毛球运动融入中小学课堂。

10 月 19 日，记者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
术学院获悉，学校对 5 名未带纸质教案上课的

教师按“一般教学事故”进行公开处理。 继狠抓学
风、一次性清退 22 名补考不合格学生后，湖南高校
对教师授课进行严格考核的新闻又一次在教育界
刷屏。 （10月 29日《中国青年报》）

教师上课未带纸质教案按“一般教学事故”公
开处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似乎有
些不近人情，但若放眼长远，我们不难从中读出职
业院校狠抓教风学风的决心。

一直以来， 无论是中小学校还是高职院校，对
教师的课堂规范均有明确的规定， 而课前备好课、
做好教案是对教师上课的最基本要求。 但在实际操
作中，中小学校尚能做到严格考核，大学课堂的氛
围却极为宽松， 常常是老师在台上天马行空地讲，
学生在台下昏昏入睡、神游四方。

究其原因，高校奉“自由包容”为圭臬，愿意把
更多的空间留给师生自由探索，但教师和学生却不
一定能领悟学校的良苦用心， 毕竟于他们而言“60
分及格”就是万事大吉。“自由”被误解为“放任不
管”，教师“混教”学生“混学”成了高校师生的常态。

一个“混”字折射出学校的困境，教风不正以致
学风不正，学风不正导致毕业生质量每况日下。 高
校培养的是社会生力军，职业院校培养的是大国工
匠，如果在校期间不努力、不积累，毕业后如何担起
建设“制造强国”的重任？

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湖南环境生物职
业技术学收起了温柔的面孔，板起脸来公开处理上
课敷衍的老师， 此记重拳对散漫的老师如当头棒
喝，对学生更是一记警钟，是时候让高校的纪律和
规矩立起来、严起来，让“混字诀”从学校退场了。

益阳市安化县是全国知名的羽毛球之乡， 曾经涌现出唐九红、
龚智超、龚睿那等多名羽毛球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11 月初，第二届“安化黑茶杯”羽毛球大赛举行，赛场上羽毛球
小将英姿飒爽，让人看到了安化羽毛球运动的未来。

▲

▲

“学霸”之上有“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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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陶金生 李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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