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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奔波老师， 新邵县严塘镇小源学
校教师，1999 年 7 月参加教育教学工作。
二十年如一日，她坚守乡村教育，始终严
格要求自己，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在平
凡的岗位上播撒爱的种子， 发挥着自己
的聪明才干， 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精心培
育着祖国的花朵。

育人有法，让爱抵达后进生心灵
“现在的学生不好教，现在的孩子

太不懂事。 ”有些老师如此感叹。 但唐
奔波老师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做了
一些调整，让学生自觉约束不良行为。

班上有一位学生，调皮捣蛋，老师们
对他无计可施。唐奔波找到他家，发现其
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家中只有年迈的爷
爷奶奶，两位老人忙着家务活，无暇顾及
孩子。 谈起孙子，奶奶抱怨不停，但唐老
师注意到一点，奶奶说他胆子大，每次家
里杀鸡杀鸭的活都是他来干。 唐老师由

此切入，和孩子谈心，首先夸奖他：“你好
厉害哦，还敢杀鸡杀鸭，老师这么大的时
候都不敢，好胆小。 ”孩子就此打开心扉。
接下来，他们谈了摸鱼捉龙虾藏猫猫，让
孩子感觉到老师很亲近。 接下来的几天，
发现孩子有些变化了。 唐奔波趁热打铁，
找机会进行表扬鼓励，肯定了他的进步。
这个学生后来的变化越来越大， 思想上
学习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成了班级的
优生。 他的家长对唐奔波老师感激不已。

爱心教育，开启智障儿童心灵
2017 年， 唐奔波老师在教育扶贫

时，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个智障孩子，
自己的名字不会写， 基本的生活技能
也不懂，休学在家。 智障儿童是一个特

殊的群体，也需要特殊的关注。 唐奔波
联系学校领导来到孩子家中， 劝其复
学。 回到学校后，唐老师给孩子买了新
书包，帮孩子修指甲、理发、擦鼻涕。 她
教孩子说话识字，握笔写字，教孩子安
全常识，教孩子唱歌跳舞。 她还注重孩
子的品德与生活教育， 教孩子尊敬老
师、团结同学，学会与同学相处，慢慢
地还教会了孩子生活上的基本技能，
如打扫卫生、保持个人清洁卫生、如何
系鞋带等。 唐老师以爱心、耐心和细心
开启智障儿童的心灵， 帮助她们回归
社会。

情系山娃，撑起乡村教育一片蓝天
唐奔波自参加工作至今有 20 个年

头，20 年来一直扎根于农村，担任了小
学数学教学工作，受到了学校、社会和
家长的一致好评。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教育教学工作之中， 认真钻研教材，精
心备课，潜心教改，努力上好每一堂课，
多次在全县数学教学比武中获一等奖。
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她时刻注意为人
师表，处处以身作则。不管在哪所学校，
她所带的班级每次考试成绩在全镇都
是名列前茅，她 2016 年被评为全镇“最
美教师”，2018 年被评为全县优秀教
师。

唐奔波家住县城， 虽然每年县城学
校都招聘， 但是她始终选择坚守乡村，

“只要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
眼睛， 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法离开他们
了。 ”面对劝说，她说：“我甘愿做一辈子

‘摆渡人’， 把孩子一个个送向理想的彼
岸！ ”

唐奔波：山坳里的摆渡人
通讯员 刘立新

与爱同行

近日，松果财富志愿者来到永顺县溪州中学，为该校 18 名特困学
生带来整套“海贼王”书籍和成套的文具，并为他们每人送来 2000 元
的资助金，勉励学生们要克服苦难，乐观向上，勇往直前。

据悉，本次资助活动，是松果财富经过访问、实地调查了解到溪州
中学部分困难学生情况，从学生在校表现、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等方面
进行考察，确定了资助对象。 洪荣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周幻 盘海军）6
月 7 日，高考第一天。 早上 8 点 20 分，
双牌二中考点， 一个拄着双拐的女生
被人扶着从“爱心送考车”上下来，“好
人叔叔，放心吧。 ”女生对扶着她的司
机叔叔说， 女生的双拐和空荡荡的左
腿格外打眼。

女生名叫韩力， 是双牌县职业技
术学校的一名高三学生， 家里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 2014 年，韩力因患骨癌左
腿高位截肢，尽管从家里到学校只有 2
公里路程，但中间有一段山路，上学出
行成了大难题。 在县城开网约出租车
的“的哥”许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得知韩力的情况， 主动提出每天免费

接送她上下学。 2018 年 3 月 12 日，韩
力第一次坐上了免费的网约车上下
学。 一个月后，又有 7 名爱心网约出租
车“的哥”加入。

“为了确保每天准时接送她上下
学，我们 8 名司机做了一个安排表，每
天早晨 6 点半到孩子家门口接她去学
校， 傍晚 5 点半去学校门口接她回
家。 ”目送韩力走进考场，许斌向笔者
介绍道。

韩力告诉笔者， 在她的微信里，
她把这 8 名“的哥”备注为“好人叔
叔”。“‘好人叔叔’每天准时轮流接
送我，一年多来风雨无阻，从来没有
耽误过一天， 我也没有迟到过一次。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将来去帮助像我一
样需要帮助的人。 ”韩力满怀感激地
说。

而在 8 名“的哥”微信里，他们把
韩力取名为“笑笑”。“韩力同学勇敢坚
强、学习刻苦，面对困难总是微笑。 她
活泼开朗的性格感动着我们， 我们每
天按时接送她， 就是让她多一些时间
学习。 ”

双牌县是个小县，考生不多，只有
一个考点共 971 人参考， 今年县里组
织了 48 辆车， 对考生实行“点对点”

“一对一”服务。“爱心送考”行动感动
着整个小山城。

8名“的哥”接力接送骨癌截瘫女孩

“我们就是她的腿” 旱地划“龙舟”
本报讯（通讯员 王仁奇 王璐）6 月

6 日上午， 湘潭县花石镇中心幼儿园举
行了端午节“旱地划龙舟”比赛，五个大
班的孩子们参赛。

孩子们用废旧的纸箱、彩布等，精心
制作本班独一无二的“龙舟”。 在擂鼓助
威声中、啦啦队员们的呐喊声中，孩子们
配合默契，步伐一致，“龙舟”雄赳赳气昂
昂地“划行”在操场上。

主题班会“闹”端午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洋 李明艳）6

月 6 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小学组织
各班开展“端午节”主题班会活动，以吃
粽子、赛龙舟的视频及照片作为切入点，
师生一起追溯端午节的由来， 讲述屈原
故事。

各班班主任还介绍了有关端午的
“端阳”“重五节”“诗人节”“龙日”等不同
名称的内涵。

小手包彩粽
本报讯（通讯员 吴远山）“五月五，

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端午习俗传千
古……”6 月 6 日，慈利县金慈实验幼儿
园， 班主任朱铃钰一边带领幼儿唱关于
端午节的童谣， 一边教孩子们用彩纸折
叠出一个个小巧玲珑的彩色粽子。

此外， 各班教师还引导幼儿了解赛
龙舟、食粽子、挂艾草等风俗习惯；带领
孩子们或朗诵、 或歌唱有关端午节的诗
歌与童谣。

书画展洋溢“传统味”
本报讯（通讯员 陶金生 刘晓霞）为了

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我国传统文化， 日前，
安化县梅城镇完小乡村学校少年宫美术班
和书法班联合举办了一次书画展， 襦裙、罗
裳、云肩、旗袍、青花瓷瓶、五帝钱、古诗等丰
富的传统文化题材作品让大家耳目一新。

画出校园足球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郭长君 张静茹）近日，

桂东县沤江中学“出炉”一批体现校园足球
特色的优秀书法、绘画作品。 作品通过对足
球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描绘，充分展示了校园
足球的魅力和风采。 通过评比，28 幅作品荣
登榜单。

垃圾分类
纳入月查月评

本报讯（通讯员 何大干 方绪江）“这
些废纸品有 26 斤，又可以卖 15 元，那袋生
活垃圾等下放到垃圾池去。 ”6 月 5 日，平江
县新和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姜益君老师安排
处理本班的分类垃圾时说。

新和小学地处平江山区，所在的金龙学
区共有学校 21 所。 近年来，学区将各学校
的垃圾分类处理情况纳入月查月评范围，每
个季度进行表彰通报。 垃圾分类处理已经
深入人心，不少学生回家后，和家人一起把
家中的垃圾也进行分类处理。

对症下药
解教研疑难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英）6 月 5 日上
午，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小学邀请湖南省特
级教师康建纯为学校课题组教师做指导讲
座。该校承担区级以上课题的教师、骨干教
师及教研组长、备课组长聆听了讲座。

教育统计学是小学教师在教研方面的
短板。 康老师以《小学低段学生阅读指导策
略研究》为题，以课题组前期调查问卷的统
计结果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统计表中的
描述统计、推断统计、随机事件与随机变量
……指导课题组成员如何从问卷调查的结
果中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形成课题论文。

本报讯（通讯员 唐清辉）6 月
6 日，株洲市荷塘区外国语学校小
学部在艺体馆，举行了主题为“壮
丽七十年， 唱响新时代———第五
届中英文歌曲合唱比赛”。37 个班
级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场， 各班的
中、 英文歌曲演唱如一颗颗熠熠
生辉的珍珠， 落落大方的主持人

把它们串起来， 串成此次盛会的
桂冠， 作为祖国母亲七十华诞的
生日献礼。

每个班经过前期的精心编排
与训练后， 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合
唱表演，有的加入了朗诵和武术，
有的加入了舞蹈， 有的加入了乐
器演奏。

唱响英文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