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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守望者”
编 者 按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019 年 9 月 10 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 在三湘大地上，广大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驻守”在三尺教
台上。 一声“老师”，承载起他们选择这份工作的骄傲，也让很多人坚守着这份信仰。 在闭塞的深山里，
在繁华的城市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就有他们执着的身影。 他们用热血和芳华培养了一批批青春学
子，用奉献和敬业书写了一页页动人华章。
本报今起相继推出全国模范教师先进事迹报道，感受他们孜孜不倦、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德师风。

拖着病体上讲台
人物：陈腊梅
学校：新化县琅塘镇中心学校

1987 年 7 月 14 日， 新化师范毕业
生分配前夕，新化教育局来了一位文静
的小姑娘。 她拿着新化师范签署的留城
任教推荐表，怀抱着一大叠在学校获得
的荣誉证书，但她的选择却让教育局的
工作人员很是惊讶：“家乡的母校很需
要我，就让我回乡下教书吧！ ”
这位出身贫困家庭，在父母、乡邻
艳羡的眼光中走出大山，却又在他们惊
讶的疑问中返回大山的小姑娘——
—陈
腊梅，成了新化县边远山区琅塘镇一名
普通的中学教师。
1993 年，陈腊梅因为儿子的预产期
延后，又加之产后休息不够，慢性胰腺
炎急性发作，导致胰腺脓肿。 在湘雅医
院接连进行了两次大型手术，到鬼门关
前游走了一遭， 医生嘱咐她好好休息。
可新学期一开始，她硬是顶住家人和学
校领导的劝阻，挂着引流袋重返了病中

仍魂牵梦萦的讲台。
胰腺切除后，陈腊梅从此与糖尿病
“结缘”，每天与打针吃药为伴。 高额的
手术费和医药费让原本清贫的家庭负
债累累， 思想压力和经济负担之大，非
常人可以承受。 但面对学生，她总是笑
容满面，站上讲台，她依然神采飞扬。
1997 年，每年一次的病态分析复查
中，她被湘雅医院教授韩素云告知：“血
糖太高，临近铜症酸中毒，必须立即住
院，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
“韩教授，我带的是毕业班，正值最
后冲刺阶段，请您多开些药，我暑假再
来住院，行吗？ ”经不住陈腊梅的一再请
求， 一向从医严谨的韩教授也被打动：
“我从医这么多年， 真没见过像你这样
把学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 ”
老天仿佛故意要考验这个弱女子
的意志力和承受力。 2007 年初，陈腊梅
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由于当时担任
班主任，肩负繁重的教学工作，她一直
没有在意。 直到暑假，才在丈夫和学校

领导的不断催促下， 去湘雅医院做手
术，冰冷的手术台上，她等来的是被确
诊为子宫内膜癌中晚期，需再次手术。
半年中，两次手术、四次化疗，陈腊
梅老师的身体极度虚弱， 体重从 60 公
斤掉到了 40 公斤，头发也掉得精光。
由于治病，2007 年下半年， 陈腊梅
老师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讲台和朝夕相
处的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腊梅听到自己
带过的一名成绩优秀、且多才多艺的女
同学因为早恋，成绩直线下滑。 她心疼
到了极点，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不顾丈
夫和父母的阻挠， 偷偷地向学校领导
“求情”，要求重返讲台，回到她心爱的
同学们中间。
2008 年春季学期，当陈腊梅戴着假
发，再次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时，同学
们欢呼雀跃起来。
在当地教育界，陈腊梅有着“第一
名专业户”的美称。 无论是语文，还是历
史，她所任教的学科在各类评比中总是
名列第一，她所带的班级年年被评为全
校“文明班级”“先进班集体”，优秀率、
巩固率、合格率总是全镇最高。
优秀班主任、 优秀德育工作者、十
佳教师、党和人民最满意教师、道德模
范……32 年来，陈腊梅老师所获得的各
种奖励证书足足可以装满一柜子。

“以背为桥”，渡一村学生
人物：黄前才
学 校 ：麻 阳 苗 族 自 治 县
板栗树乡江溪村小

黄前才，来自偏远的麻阳苗族自治
县一个苗家贫困村落——
—江溪村。 从
1982 年 11 月起， 他在这所现如今只有
一名教师、三个班级、六名学生的江溪
村小，一干就是三十七年。
江溪村小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只不
过几间教室，学校没有运动场所，学生
没有宿舍、没有食堂，老师的办公场所
和住房是几间砖混结构的毛坯房拼凑
而成。 从村小去乡政府和中心校差不多
15 里地，而且不通公路，要走曲曲折折
的山路。 由于条件艰苦，三十多年来，这
里的老师来了又去，走马灯似的。
1989 年，是黄前才教书生涯最难忘
的一年。 他准备张罗自己的婚事。 当时，
他和未婚妻讨论最多的是工作调动问
题。 但是，他的确舍不得那群与他朝夕
相处的孩子。 他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
了未婚妻，最终得到了她的理解。 1989
年秋季开学，在县城教书的她主动放弃
了城郊的优越条件，来到他的身边。
江溪村小学生全是走读，孩子们来
学校， 附近的一条小溪是必经之地，溪

面上没有大桥，连木桥
也没有，只有十五根硬
梆梆、间隔半米宽的直
立石柱（当 地 人 称 “ 跳
岩”）耸立在水中央。刚
工作时，他就曾冒着生
命危险救过因过跳岩
而落水的十多个学生。 他
思考着，怎样才能避免这类
安全事故呢？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
是涨水期间，守候溪边，坚持护送
学生。 为了掌握过溪的要领，他反复练
习跨跳岩：迈多宽？ 抬多高？ 身体怎样倾
斜才保住重心在后面又能支撑平衡？ 一
次又一次，他终于克服了胆怯而畏惧的
心理。 这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有个叫兰
杰的学生曾经给他写信， 信中这样说
到：“河水很凶，抓紧您的双肩，在您结
实的背上很安全。 ”
学生段少平， 身体残疾行走不便，
母亲去世，父亲身体羸弱，不想送孩子
上学。 他得知后马上进行家访，反复劝
说，最终达成协议，早上家长送，放学老
师送。 他的这一建议让孩子和家长的眼
睛顿时湿润了。 在教学之余，他考虑最
多的就是如何逐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
件。 在缺资金的情况下，他最先想到的

就是自己动手。 为了硬化学校的操坪，
他发动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把大石头砸
碎，把地铲平，从溪里掏来卵石，借村民
的工具夯实，再从溪里淘来细沙，一担一
担地挑到土坪， 带领老师从三十里外的
县城将 5 吨多水泥挑了回来。 他的脚板
打起了很多水泡，当地村民都劝他“
都是
吃国家粮的，干嘛还要这么霸蛮！ ”妻子
更是心疼，用针把水泡一个个挑破，再把
脚浸进热水，痛得他龇牙咧嘴。
三十多年来，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环
境下，送走了一个个冬寒夏暑。 有人问
他：黄老师你这样做，难道不觉得苦吗？
他也常常这样拷问自己。 但每每想到自
己的苦能换来学生的甘甜，心里总觉得
暖融融的。

人物：邓华平
学校：新田县三井学校

一
心
想
当
“孩
子
王
”

1985 年，邓华平中专毕业，8
月被聘请到三井乡政府工作。 一
心想当“孩子王”的他，在乡政府
工作 22 天后，毫不犹豫地辞掉乡
政府工作，毅然走上三尺讲台，一
干就是 33 年，先后任教过一至九
年级语文、数学、思品、科学、体育
等课程。 他每周总课时 36 节，平
均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
1996 年， 三井乡晒余坪村小因教 学
质量连续五年排全乡倒数，村民强烈
要求学区派负责的老师任教。 经学校
领导做工作，邓华平同意前往。 到校
后，他经过调查 、 摸 排 查 找 原 因 ， 寻 求
工作的方向，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工
作，全校一至四年级学生考试成绩全
部跃入学区前 4 名。 他所任教的四年
级 班 数 学 成 绩 合 格 率 100% ， 优 秀 率
55%，排全乡同年级第一。
2005 年下期，邓华平从石羊中学调
入三井学校。 他顾大局，舍小家为大家。
2013 年农历 12 月， 邓华平的父亲因突
患脑梗塞住院 3 天，后因无好转，医生
建议出院，但生命危在旦夕。 邓华平依
然每天在校工作，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
刻，他还在学校监考，直到家中打来电
话才急忙回家。 邓华平说，这也成了他的
终生遗憾。
他时刻关注学校的未来。 从 2005 年
到 2018 年， 在他担任学校总务主任期
间，先后筹措资金 1100 余万元，新建了
学生宿舍楼、教学楼、教师公租房、学生
食堂楼、少年宫、运动场等，极大地改善
了办学条件， 给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
“邓华平一人干了两三个人的事，
现任三井学校总务主任、九年级化学教
师、兼学生食堂采购员、学校水电管理
员、学校接待室工作、学校工程建设管
理等工作。 他热爱事业胜过生命，33 年
来从未因事因病请过一天假，学校布置
的各项工作能积极主动按时最快完成，
从不拖延，从不欠账。‘拚命三郎’用在
他身上一点不为过。 ”三井学校校长谢
知华说。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黄维 通讯员
聂方勇 孟庆海 何新瑞 何典军 袁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