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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百家

教师杂谈

调不走的山村教师

做学生的知己
长沙市第十五中学 彭志贤

—记湘西泸溪县石榴坪民力学校优秀教师刘恒亮
——
通讯员 刘柏英

湘西泸溪县最偏远的石榴坪乡民力村小学有一位倔强的老师。从 1992 年到现在，当地
学区一共对他下达了三份调令，如今这位老师依然站在民办村小的讲台上。
老师名叫刘恒亮，是第三届“喜来登”教师奖一等奖的获得者。 三十四年来，他一直坚
守在泸溪县最偏远的石榴坪乡民力学校，把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交给了山村教育。

民力学校坐落于前不傍村
后不着店的大山之中，距离最近
的村寨也有两里路。 1976 年，刘
恒亮被分配到石榴坪民力村担任村支部
书记。 由于村里条件艰苦，民办教师每月
只有 5 元钱的工资， 几个代课老师相继
离开了。 为了不让孩子们停课，喜欢孩子
的刘恒亮选择了走上讲台， 成了民力学
校唯一的老师。
每天去上课， 他都要步行四十几里的
山路。 在学校时，刘恒亮没有一刻的空闲，
上课时给学生讲课， 下课时带领他们做游
戏。 孩子们都还小，他小心地照看着，生怕
他们发生意外。 由于地势偏远，每逢开学，
教科书都要刘恒亮从山下的公路一点一点
挑进学校。
家里人十分心疼， 他们希望刘恒亮能
调到条件好一点的学校， 不用那么辛苦。
1992 年，学区发来第一道调令，将他调往
石榴坪乡中心学校任教。
拿到调令， 刘恒亮怀着复杂的心情向
孩子们告别，可话刚说完，孩子们都哭作了
一团。 一个孩子抱着刘恒亮的腿呜呜地哭
着说：“老师我不让你走， 你走我也跟你
去。 ”孩子们的泪水，让刘恒亮的心仿佛被
揪了起来一样难受，他流着眼泪，抚摸那些
泣不成声的孩子，轻声地说：“老师不走了，
一直在这里。 ”

A

孩子们的期盼， 留住了刘恒
亮离开的脚步。 那次调令不仅未
能调动刘恒亮， 反而让他坚定了
决心，要在山区里教一辈子书。
1997 年，学区再次发来了调令，任他
为中心学校教务处主任。 这一次刘恒亮想
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因为当时他正在酝
酿着一件大事——
—翻新校园。
那时， 民力学校只有一间破旧的土坯
房。房子的墙壁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到了冬
天，风呼呼地灌进来，吹得人瑟瑟发抖。 为
了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学习， 刘恒亮
四处筹资建房。
2000 年，新的教学楼动工了。 刘恒亮
每天泡在工地，肩膀扛出血了，手掌磨出了

B

泡，被重物一压，汗水一浸，传来撕心的痛，
但他咬咬牙挺了过去，一干就是三十天。
快要开学了，学校的建设资金用完了。
刘恒亮四处借钱， 无奈之下还拿出了小儿
子上高中的学费和家里 6000 多元的全部
积蓄。 在开学前教学楼终于竣工了，可是小
儿子却不得不辍学。
刘恒亮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由于
长期把精力放在学校， 没有好好培养孩子，
平时也很少与他们交流。 可是，他觉得这样
很值得， 因为很多学生在他这里学习知识，
出去都成了材，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很开心。
三十四年来， 民力学校没有一个孩子
因贫困辍学，学校成绩也在全乡名列前茅。
这些成绩，都让刘恒亮感到很欣慰。

为了山区的孩子们，刘恒亮
一心扑在学校。
2002 年， 对刘恒亮来说，充
满了绝望与伤感。 一天，当他正手把手教
学生写字，忽然传来噩耗：“不好了，出事
了，你的孙子淹死了。 ”
飞奔回家，家里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平日活蹦乱跳的小孙子， 一动不动地躺在
地上，湿漉漉衣服地裹着那瘦小的身体。妻
子的哭喊，像一把刀，刀刀地割在他心里。
望着不会再醒来的孙子，他失声恸哭。夕阳

如血，将他那瘦弱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好心的乡亲们劝刘恒亮在家休息几
天，可是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在教室里，继
续上课。依然讲得那么认真。只有在背对着
孩子们书写板书时， 他才默默地抹去眼中
的泪。
2006 年，刘恒亮第三次拒绝了学区的
调令，大家从此也打消了让他离开民力学
校的念头。 如今，刘恒亮已经 58 岁了，他
把一个父亲的爱，一个老师的责任，一辈
子宝贵的青春都献给山村穷苦的孩子。

C

教师博客

护蛋小天使
长沙县北山中心小学 周新亮
教室里的桌椅歪歪斜斜； 本来空间有 时， 我还让他们把这五天的活动心得写成 “
哈哈，我又少了一个对手了！ ”
限的抽屉里，塞满了各种文具及生活用品； 日记，比比看谁写得最好。
就这样，孩子们在小心的呵护中，度过
星期一，当我走进教室，同学们欢呼雀 了艰难而又开心的五天。 这五天，教室里移
老师反复交代要带的东西，今天记得，明天
又忘了； 每天写日记无话可写……这些现 跃：“
老师，我带的鸡蛋。签名。”只见他们小 动桌子的声音少了，抽屉里整洁多了，日记
—真是一举多
象时常发生在学生身上， 如何改变这些情 心 翼 翼 地 从 书 包 里 拿 出 了 他 们 的 小 宝 的内容丰富、具体、生动了——
贝——
况？ 我真是想尽办法，可仍不见效。
—有用纸包着的、有用棉花包着的、有 得呀！
我趁机向同学们因势利导：“同学们，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给学生们布置了 用袜子包着的……五花八门， 真亏他们想
一个新鲜的作业：从星期一开始，开展一次 得出！
你们看，这一周你们有哪些收获，班上发生
我在他们的“小宝贝”上写上自己的大 了哪些变化？ 日记与前面的相比，有什么感
“
护蛋小天使”的游戏活动。 具体做法是：每
天早上每个同学们各自从家里带一个鸡蛋 名后， 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宝贝放 觉？ 所以我希望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永远装
到学校，交给老师签好名，放学又带回家， 回原处。 接下来，看到的是一幅幅怎样的画 着一个无形的鸡蛋，时刻提醒你们做生活、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星期五， 看谁的鸡蛋完 面呢？ 他们有的在整理抽屉， 让鸡蛋藏起 学习的有心人。 ”
听了我的话， 孩子们若有所思地点了
好无损，谁就可以获得“护蛋小天使”的称 来， 有的小心翼翼地捧着鸡蛋， 有的在给
点头。
号，并可获得一张笑脸娃娃的剪纸作品。 同 “小宝贝”梳妆打扮……
“啪”不知是谁的蛋破了，接着是一阵
一个小小的游戏， 让孩子们的坏习惯
湖南农业大学国际学院 协
“呜呜”的哭声。 旁边的同学，有的表现出同 得以纠正， 让孩子们获得习作的灵感与源
http://www2.hunau.net/ic/ 办
情——
—
“唉，真可惜！ ”有的幸灾乐祸——
— 泉，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惬意的？

本栏目由

书名：《正面管教》
作者：（美）尼尔森 著 玉冰 译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内容提要： 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
也不娇纵的管教方法， 孩子只有在一种和
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培养出自律、责任
感、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何运
用正面管教方法使孩子获得这种能力，就
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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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的老师不仅要求基本功扎实， 还应
该做学生的知己， 让师生之间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
共鸣。怎样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1、扩大师生之间的共同话题。 如今，学生获取信
息的渠道多，了解的知识也非常杂，与学生做知己的
最好方法就是增加师生之间的共同语言， 从书本知
识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超级男声、花儿朵朵、
周杰伦的歌、郭敬明的小说等，从而使学生对老师产
生亲切感。
2、站在学生立场思考问题。 多思考学生为什么
会这么做。 现在学生对问题的看法各种各样，如果学
生遇到了问题，老师需要寻找学生思想的根源，因势
利导，解开其思想上的疙瘩。
3、改变传统的做思想工作方式。 现在学生的面
子观念强，如果老师不时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学
生就会有在同学面前丢面子、 被别人看成是坏学生
的想法， 心里自然产生抵抗情绪。 如果利用 QQ 聊
天、发短信等新时代媒介与学生进行思想沟通，达成
共识，那么师生之间就会形成合力，推动班级向前发
展。
4、大胆和学生交心。 现在许多学生是独生子女，
他们渴望友谊、渴望能与老师做朋友。 这时只要作老
师的能与学生打成一遍， 大胆地交流自己对一些社
会问题的看法，或是谈自己的家庭生活、童年趣事等
等，让学生一同分享或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学生也
就会把你当成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做学生的知己，赢得的是学生的整个世界。 开创
出新型的师生关系，我们的校园将更加和谐！

班主任手记

美丽的“
口误”
宁远县实验小学 李佑生
新上《詹天佑》一课，我刚把“詹天佑”三个字板
书 完 ， 教 室 里 就 响 起 “詹——
—天——
—佑 ， 李——
—
佑——
—生”的声音，同学们立时哄笑起来。
我知道是小杰又在出洋相了，于是转身瞪着他，
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敬”，脸刷地红了起来，很
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教室里很静，同学们都在等着我
“收拾”他。
我很恼火，但没有像以往一样给他来场“暴风骤
雨”，而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小杰站起来，眼里闪
着怯意， 说：“我看到你们俩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
‘佑’字，就把你们放在一起，我以后不说了。 ”
只是一件小事，我要是大动肝火，肯定会吓坏孩
子，于是笑着说：“谢谢你的抬举，你把我一个普通老
师跟这么伟大的爱国工程师排在一起， 让我受宠若
惊啊。 ”我顿了一下，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将话题一转：
“詹天佑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那么他的爱国思想
体现在哪里？他又有哪些伟大成就呢？让我们一起学
习《詹天佑》这一课吧。 ”于是，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
氛中，同学们翻开书，放声朗读起来。
这个美丽的“口误”，让我在冷静中及时发挥教
学机智，创设了有效的教学情境，赢得了课堂教学第
一环节的精彩。

协
本栏目由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hnswxy.com/ 办

书名：《男孩的冒险书》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从 8 岁到 80 岁的
作者：（英）康恩·伊古尔登
“男孩”都需要的冒险书，书中充满着不可思
哈尔·伊古尔登
议的勇气与胆识，贯穿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它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会帮助男孩们让那些周末的下午和漫长的暑
假过得更有趣昧和更有意义。

教育旭一种科学，科学的真谛在于求真。 教育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
—临澧县实验小学高级教师周乃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