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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

老师是学校的光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 ”长期以来，我省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积极进取，涌现
出了一批始终奋战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且业绩优异的教师， 为社会发展和教
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他们也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社会的赞誉。

今起，本报推出《老师好———致敬三湘最美教师》系列报道，聚焦这些优
秀教师代表，通过他们的教育故事来感受师德的力量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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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静

湘中腹地，大云山脚下 ，有一位不简
单的青年教师———肖海波。 4 月 30 日召开
的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他受邀前
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 作为湖南省 5 名
青年代表中唯一一位基层教师， 邵东一中
肖海波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肖海波 19 岁站上讲台，从教 20 年，他
不惧嘲讽， 一头扎进科技创新教育中，先
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十佳优
秀科技教师、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殊
荣。 他鼓励孩子“特立独行”，在生活中发
现“问题”，用科学思维解决“问题 ”，截至
目前，他辅导的学生参加科技比赛获国家
级奖 48 项、省级奖 120 项、市级奖 450 余
项，他的学生先后有 6 人获得保送重点大
学资格，76 人获高考优惠加分奖励， 通过
组织校园科技节以及各类科技比赛培养
了 15000 多名科技爱好者。

这名普通的 80 后将全部热血书写了
一部创新育人的绚丽华章。

1996 年至 1999 年， 肖海波在邵阳
师范学校度过了美好的三年时光。 他召
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科技社，积极开
展科技创新活动。 他捣鼓的作品获得了
省级一等奖，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中专毕业后，肖海波被分配到一所
农村小学教语文。 完成本职工作之余，
他还是喜欢搞科技制作。 他成立科技创
新社，利用空余时间带领学生开展实践
活动。 然而这些课余活动却招来其他老
师甚至是校长的不理解。

肖海波坚信自己的爱好、方向没有错。
2002 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

入，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正式入驻校园，
肖海波被调往黑田铺镇高家学校教初
一年级的语文，同时兼任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老师。 2003 年初，他满腔热情地张
罗成立学校科技兴趣小组，然而校长说
他“不务正业”，同事暗讽“你一个中专
生懂啥科技创新，迟早要吃亏”。

但是肖海波不退缩， 他因地制宜，
将学生的目光引向生活，在生活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有一天，学生对他说：“学校旁边的
小河以前清澈见底，透过水面就能看清
水中游动的小鱼。 可现在河面漂着白
沫，水中再也看不到鱼了。 河水一定是
被污染了。 ”

肖海波当即肯定了学生提出的问
题， 并组织兴趣小组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 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沿着
小河走———对邵东县黑田铺造纸厂污

染情况的调查》的论文。 肖海波当即向
学校提出申请， 参加第 24 届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但校长不批假，参
赛经费没着落，学生家长也不同意孩子
周末外出。

眼看着学生的成果要石沉大海。 肖
海波一咬牙，坐中巴车一路颠簸到集镇
上，在唯一的一家打印社，将论文手稿
打印装订，自费带着两个孩子前往株洲
参赛。 来去车费加上吃住花销，肖海波
花了将近 600 元，这是当时他一个月的
工资。

当得知论文获得一等奖时，他很意
外。 大赛评委会的专家们高度评价：“一
所村级学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了不
起，农村的孩子不简单！ ”这更加坚定了
肖海波的奋斗方向———开展适合农村学
校、具有乡土特色的科技活动，把引领学
生走上科技创新之路当作自己的使命。

2007 年， 他以科技创新出色的成
绩， 被破格调入邵东一中负责科技教育
工作。

“生活中的‘问题’有很多，关键要懂
得去发现、善于去发掘……”肖海波的教
学从生活入手， 时刻发掘孩子们的灵感
所在。 他不厌其烦地引导学生去认真观
察、分析、把握，训练孩子们敏锐的眼睛
和动手实践能力。一旦发现“问题”，肖海
波就引导学生从小处着手，从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新颖性、社会性、地域性以及综
合性，科学选题。

邵东是葡萄生产、 销售大县。 2014
年，学生贺揽月在暑假期间，对家乡果园
的葡萄产量下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
观察，发现主要虫害———葡萄虎蛾，对葡
萄生长影响较大。 贺揽月无意间和肖海
波聊起此事， 肖海波非常肯定他的创新
思维，并鼓励他开始了“葡萄虎蛾对植物
摄食越冬的选择及机理研究”。

整个实验过程比较复杂， 作为辅导
老师， 肖海波督促他每一个数据都要精
准，每一步实验都要做到位。细心观摩实

验现象，并从中寻找线索。贺揽月以此项
目参加了科技创新大赛。初赛在益阳，决
赛在北京，在人生地不熟的赛场上，作为
十几岁的中学生难免会紧张，在比赛前，
肖海波讲笑话纾解贺揽月的情绪， 完成
一个环节的比赛，肖海波直接切入主题，
仔细询问比赛过程， 并针对性地提出指
导意见， 为下一环节的比赛作准备。 最
终，贺揽月获得第 29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 并在自主招生时获得
了 5 分加分。

“让孩子走上创新创造的路，护送他
们一段。 ”肖海波凭借这股子信念，在学
生心底种下”“有问题就要钻研”的精神。

邵东一中学生钻研精神起步于肖海
波任教的通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的研究性学习板块。高一年级的学生人人
有课题，5到 8人为一小组，分工合作。

肖海波鼓励学生勇敢提出自己的想
法。 于是，近视情况的调查、手机对学生
的影响、睡眠质量调查报告、课业负担压
力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课题被相继提上
探讨会。

要应付学生提出的“十万个为什
么”，肖海波深知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
识库。肖海波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一有
空就通过网络自学。 他通过自考拿到了
本科文凭， 还成为湖南省最早的一批机
器人竞赛教练员。

这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尝试。 要想机
器人能听从主人的指令， 编程时就不能
仅仅用模块化的语言进行， 而是要用计
算机语言，计算机编程界面都是英文，而
他的英语水平仅仅停留在初中阶段，这
对肖海波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他只能一
边学习英语一边学习编程。 2018 年，在
肖海波的指导下， 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
校学生刘思源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
动机器人比赛初中组机器人灭火项目中
获得了一等奖。

肖海波虽然在学校担任的是办公室
主任一职，但除了日常的校内外宣传、接
待工作外， 他还承担着学校的科普课程
和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任务， 指导邵东
一中和振华实验学校的学生参加电脑制
作活动中的电脑动画比赛。

在科技创新领域， 肖海波已经如鱼
得水， 为何又要指导学生去做烧脑又费
力的动画？“希望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传科普知识，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

养。 ”肖海波转型的初衷很简单，他想专
注于科普教育，让更多的人受益。

做科普动画就像导演一部电影，从做
分镜、配字幕到画场景，毫无计算机和电
脑动画基础的肖海波硬是逼迫自己成了
一个全能的人，并成为小有名气的闪客。

2017 年，肖海波采用最新的 Motion�
Graphics 制作技术， 历经 6 个多月的时
间，完成了科普动画《功夫结核》，并荣获
第七届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现在，他
着手制作了一部科普教育动画《奇妙托
管班》， 从最早的留声装置唱片讲起，从
最初的钻木取火说开，肖海波将深奥、枯
燥的声学、光学、电学等科学理论知识分
解成一个个师生之间的问答环节， 配合
动画的视觉效果，得到学生的青睐。

机器人、动画制作、编程这些时下最
火的科普载体引得家长竞相了解市场，
不少培训机构也向肖海波抛出了“橄榄
枝”。 肖海波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虽然科
技创新教育的手段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但他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教育的普及性和
公益性。“不能让学生因高成本对科技创
新敬而远之。 ”肖海波说。

目前， 肖海波正忙着规划引进一系
列低成本的公益性科普活动， 来提升学
生的科学素养和动手操作能力。

80 后教师带学生夺 600 项大奖

面对嘲讽不退缩

把“问题”变成“课题”

适应社会，转型升级

肖海波指导学生参加校园科技节

不惧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