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回县金潭中学教师胡
丽萍，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无闻、无私奉献，用人类的智
慧启迪和改变学生， 用爱心
与青春铸就平凡的事业，在
平凡中追求卓越。

参加工作以来， 她担任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 经验告
诉她，师德之魂在于“爱”。

作为班主任， 她总是善
于发现潜能生身上的闪光
点， 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去发
扬优点， 克服缺点， 扬长避
短，从而向好的方面发展。 例

如她班的
小刘同学，
以前是个
令老师们
头痛的学
生。她发现
小刘的数
学成绩比

较好，就让他当数学科代表，同时多次找其
家长沟通，双方共管，这个学生改变了很多，
收发作业相当认真，后来还以高分考进了隆
回二中。

同时，她有意地向学生介绍任课老师的
一些优点。 如性格、爱好、特长、教育教学方
面的成绩等，以博得学生对任课老师的尊敬
和信任，使他们尊其师而重其教。 同时自己
与任课老师密切配合， 以了解学生的特长、
爱好，以及课堂纪律、学习态度等情况。因为
这样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动向，抓好班
级工作。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胡丽萍与许多
学生家长打过交道，可从来没有和他们红过
脸。 无论孩子在学校惹出多大的麻烦，她总
对家长笑脸相迎， 从不把气撒在家长身上，
总与他们商量教育孩子的最佳办法。从家长
口中了解学生的信息，对症下药，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胡丽萍一直担任语文、政治等科目的教
学工作， 每名学生的作业她都会认真批改，
甚至连一个错别字都要纠正过来。始终坚持
读写结合， 从阅读教学中感悟写作技巧，辅
导学生大胆创新。 近两年，她辅导多名学生
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作文 10 余篇，
她本人撰写的多篇论文见诸于国家、省级刊
物，教学效果一直稳居全镇前列。

为了更好地管理班级， 她只能舍小家，
顾大家。 把刚满 2 岁的小儿子放在娘家，当
孩子想妈妈时就在视频里安慰一下孩子：

“妈妈没空，要给哥哥姐姐们批阅作业，放假
就陪宝宝去玩。”正是因为这种一丝不苟、勤
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她所带班级年年被评为
校“文明班集体”，个人也多次获县级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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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领着一
群小鸟飞来飞去。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
气 ，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一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在谭诗亭的心中
埋下了梦想的种子 ，那一年 ，她 10 岁 。
26 岁时，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
谭诗亭顺利考进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担
任辅导员 ，她知道 ，这里将是她梦想开
花的地方。

亦师亦友，开启心灵
从校园毕业到另一个校园就职，从

学生变成了老师，谭诗亭很快适应了自
己新的身份。学生们称她“亭姐”，“身材
娇小，笑容亲切”是学生们对谭诗亭的
第一印象。 她虽初出茅庐，但对于班级
管理有自己的方法，注重班级干部的培

养和每一位学生的能力提升。 她经常教
导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更要抓住
大学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多体验、 多经
历，丰富自身。她努力靠近每一位学生，
学生们也都很信任这位大姐姐，生活上
的困难、情感上的困惑，都一一向她诉
说。

人生有梦，筑梦踏实
开学之初， 谭诗亭收到了一名女学

生的入党申请书。 这名同学性格非常内

向，在班级的表现也并不突出，但对自己
要求非常严格，并且目标明确，想要在大
学期间突破自己。这让谭诗亭刮目相看，
于是经常找到她谈心，鼓励她、肯定她、
帮助她。 谭诗亭对学生说：“我的梦想就
是当一名老师， 所以在第一次考研失败
以后， 又鼓起勇气抓住第二次机会考上
了师范大学。人生要有梦想，时间不会辜
负一个努力的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谭诗亭一直在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

样，带领着学生进步。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工作第三年， 身怀六甲的谭诗亭已
经在家待产，工作也转交给了其他老师。
但当她得知自己的学生因为校园暴力事
件受伤住院时，她不顾家人反对，挺着大
肚赶到医院安抚学生情绪， 与家长进行
沟通， 交代班干部一定要帮助受伤学生
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学生就像是
自己的孩子一样， 只有自己亲力亲为才
放心”谭诗亭说。

如今，谭诗亭已褪去当初的青涩，她
享受追梦的过程而不求回报， 就像那首
歌里唱的那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
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
己。

万物繁盛争时节 人生有梦更有期
———记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教师谭诗亭

□ 周伟科

责任与爱心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勤奋与毅力是行动永恒的准则，24 年
来， 她在教育的天地里默默守望，演
绎人生价值———她就是隆回县六都
寨镇中学教师欧阳春华。

1995 年， 怀揣着梦想与期待，欧
阳春华从邵阳师专历史系毕业后，来
到了隆回县六都寨镇丁山中学任教。
当时，面对泥泞的操场、漏雨的瓦房、
破烂的桌凳，她多少有点失落。 但望
着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欧阳春华
毅然挑起重担， 她凭自己扎实的功
底，担任初三的英语、历史教学。 后
来，因教学能力突出被调往六都寨镇
中学，从此，她在农村扎根，一晃就是
24 年。 在教学方面，欧阳春华坚持课
改，快乐教学，所任教科目总是名列
前茅。 她多次获县级嘉奖，先后被评
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

在农村从教的 24 年中， 欧阳春
华当了 22 年班主任，经验告诉她：班
主任工作的核心就是用责任陪伴孩

子阳光成长。 面对大部分父母在外务
工的留守孩子，欧阳春华不敢有丝毫
松懈，默默当好领路人，促膝谈心成
为常态，早起晚睡成为习惯。

她记得班上有一个挺漂亮聪明
的女生， 因为身体缺陷有同学嘲笑
她，甚至不愿与她做同桌，欧阳春华
知道后特意召开班会， 告诉学生什
么叫尊重、什么叫修养、什么叫同学
情。 自此，这名学生感受到了同学的
关爱，对老师也特别依恋，看到老师
就来个拥抱， 有次还用书包给老师
装来一个小柚子。 还有一名特别叛
逆的女生，经常与父母对着干，欧阳
春华知情后，通过耐心细致地疏导，
时常与她谈心。 后来这名女生被老
师的用心打动， 努力学习并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

有人说，爱是师德之本。 欧阳春
华更是如此。 在她 22 年的班主任工
作中，她始终用爱心支撑着那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用爱心支撑起孩子们一

个个美好的梦想。 嘘寒问暖、日常起
居、学习状态、身心状况，欧阳春华关
注的事情很多，半夜起来送学生看病
也时有发生。 一次，她正在吃早餐时，
一学生晕倒在厕所， 她连忙扔下碗，
冲进厕所，用柔弱的肩背起那名学生
往医院跑。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
春风。 ”春华秋实，在乡村教育的第一
线，欧阳春华用真爱，润泽着娇嫩的
生命，诠释着教师的含义。

10 月 2 日， 在隆回县司门前镇
中学值班门卫阳爱奇来到教导处办
公室，发现学校其他老师基本不在校
了，唯独孙成还在办公室电脑桌前工
作。

“怎么国庆假期都不休息？ ”阳爱
奇问。“在处理学校有关数据，因国庆
后九年级就要月考了，要提前做好考
试的有关准备工作。 ”对于既担任九
年级班主任工作，又要做学校教导处
有关数据处理等方面工作的教师孙
成来说， 加班加点已是他工作的常
态。

当年，孙成以全镇最高分考入武
冈师范，后来又以武冈师范优秀毕业
生分配到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工作。
在工作期间，他除了出色完成了本职
工作外，还不断学习跟学校教育教学

管理有关的知识， 不停
充电。 他深深地知道，社
会科技飞速发展， 教育
教学要与时俱进， 必须

不断更新知识。 于是，他不断钻研。
领导发现他好学， 电脑水平又

高，安排他担任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自从孙成走上这个岗位， 教导处工
作更有起色。 他主动承担了教导处
有关数据等方面的处理， 如教师课
表的编排、学生各类考试安排、学生
考试成绩的统计、 资料的打印整理
收藏等。

课表编排也是教导处一项过
硬的工作，并且要在开学初用最快
的速度做好，孙成从网上下载了一
个排课软件， 只要导入和录入数
据、设置好条件，如把每科的任课
教师及班级等相关信息准确录入
软件中，课表很快就出来了。 既快
又科学合理， 更不会出现多课、少
课、冲课等差错，杜绝了以前人工

排课费时、冲课等现象。
以前，各个年级学生考试成绩的

统计需要大量的时间， 还有可能出
错。 而孙成通过自学摸索出一套学生
输分系统，在输入完一个年级的分数
后，不到几秒钟就能看到各个班级各
个科目成绩的统计情况，避免了繁琐
的计算，极大地提高了教学管理的工
作效率。

为了灵活运用这些电脑软件，孙
成费了很多功夫，读书笔记就有 5 万
余字。 操作时一旦遇到难题，就复习
笔记内容或继续搜索。

由于他爱学习、肯钻研，做事热
情主动，所以不论是学校教导处的工
作，还是学校的水电维修、甚至电脑
维修等都能做到得心应手。 付出总有
收获， 孙成收获的是令人羡慕的荣
誉：2016 年他被评为县优秀教师，
2018 年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 10 余
篇个人撰写的论文获国家、省、市级
奖，近三年连续获县嘉奖。

不停充电是他不懈的追求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教师孙成掠影

□ 刘遵炳

爱惜芳心莫轻吐 且教桃李闹春风
———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学教师欧阳春华素描

□ 肖大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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