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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 过去的一
年， 湖南教育界出了哪些大事？
哪些人影响着湖南教育的发展？
今天，由湖南省教育厅组织评选
的2017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
和新闻人物在长沙揭晓。“湖南
省强力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湖南四所
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等
本报曾力推的新闻事件， 入选
2017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而
本报曾报道过的“95后”大学生
主导生死救援的徐守宝、“带母
上学” 的中南大学学生吴步晨、

被誉为“诗词女神”的长沙麓山
国际实验学校张曲老师、为导师
挡刀感动中美两国的留美女博
士肖雅清等成为2017年度湖南
十大教育新闻人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本报1月9日讯 今日记者从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在红色
旅游校园行暨第七届全国大学
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中，湖
南全省共组织8个高等院校，25
支参赛队伍参加比赛，获多个奖
项，其中湖南师范大学刘敏团队

创作的“追梦赤子心”斩获一等
奖。

本次比赛由国家旅游局主
办， 吸引了193家院校，499支队
伍， 近2500名师生的踊跃参与，
达到了寓教于游、以赛促学的目
的。来自湖南的参赛队伍获得一

等奖1个、二等奖2个、最佳风采
奖2个、 参赛作品最佳创意奖1
个、最佳指导老师4个、参赛队伍
优秀奖16个、 优秀组织单位奖5
个。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卢萍
通讯员 禹依依

“郭老师，我家孩子的物理
能在你家安排补习下吗？”“没
问题， 我给他介绍个物理老
师。”……翻看长沙市雷锋学校
老师郭兵的微信聊天， 这样的
对话记录频频出现。近年来，长
沙市教育局先后下发多个文
件， 三令五申禁止长沙在职教
师进行违规家教、补课，这位郭
老师竟敢公然“顶风作案”？“郭
老师可是位好老师， 为我家孩
子补课从来没要过一分钱。”
“不但免费补课，还把自家房子
拿出来做教室。” ……近日，当
记者采访多位“补课”学生家长
时， 收到的却是一致好评。原
来，这位“顶风作案”的“补课中
介”老师是位雷锋教师。

从“游击战”到“阵地战”

1991年，郭兵调到长沙市雷
锋学校，先后担任班主任兼政教
处管理员。长沙市雷锋学校是雷
锋的母校， 一直有助人为乐、师
生全员做公益的优良传统。

雷锋学校所在的荷花塘社
区处于长沙的城乡接合部，社
区里有不少留守儿童， 父母或
是“洗脚上岸”的农民，或在外
打工、经商，或没有能力和时间
来陪伴辅导孩子的学习， 也导
致这些孩子难以管教， 成绩也
不尽如人意。“作为教师， 就应
该做教师专长的事， 在自己的
业务范围内做公益”，郭兵老师
心想。于是，郭兵的义务辅导站
开始谋划起来。

2016年9月， 当郭兵拿着
初步设想找到学校党委书记焦
宏伟，惴惴不安地问，是否可以
利用自家158平方米的住房开
办义务辅导站的时候， 他根本
没想到， 他的想法不仅得到了
肯定， 他的辅导站更成为党员
进社区的一个载体。 当年12月
18日，义务辅导站正式开放。

多年来， 郭兵做免费课外
辅导就像打“游击战”，有时学
生上门找老师， 有时老师上门
找学生，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随着慕名而来接受辅导的学生
越来越多， 郭兵便把自己家的
出租房收了回来。 一整层楼房
一年可收租金近3万，却被他硬
生生地花3万块钱改造为教室，
水电、照明、空调等均按照教学
标准装修。

而郭兵的妻子正处下岗待
业时期， 此举她虽然不十分赞
成，但被老郭的一句“你不懂”给
堵回来了。 深知说服不了执拗
的老郭，她便不再反对。身边亲
朋好友也表示不解：“房子租出
去多赚点钱不好吗？ 现在别人
免费用，水电费还要自己贴补，
要不收点学费也行啊。”郭兵态
度坚决：“做老师最大的成就就
是看着学生们一点点进步，最
大的收获就是桃李满天下！”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坚持

听说老师开办义务辅导
站， 郭兵曾经的学生杨帆立马

为辅导站送来了2台空调和一
套沙发； 而雷锋学校语文老师
杨思敏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我
们根本没考虑过那么多， 从小
受雷锋精神熏陶， 觉得这就是
一件平常的事。”杨思敏说：“只
要家长学生愿意来， 我们就愿
意教，打开门来辅导！”有了这
些支持，郭兵信心更足了，开办
义务辅导站的决心更坚定了。

“一年多以来， 辅导站共有
辅导老师146人次，辅导学生230
人次。”郭兵介绍，辅导站每周安
排3名老师进站辅导，1名管理员
做协调管理，并为这些老师排好
班次。如果有辅导需要，只要在微
信上提出，郭兵就会在约定的时
间安排志愿者来辅导站。

让郭兵感动的是， 不管有
天大的事， 老师们都会先忙完
辅导站的任务。“去年中秋节的
时候，有两个学生来问物理题，
虽然大过节不好打扰老师们，
但又不忍孩子们‘空手而归’，
我就打电话给李海南老师和漆
德长老师请教， 他们立马赶到
我家， 为孩子们逐一讲解。事
后， 我留两位老师在家吃个便
饭，他们怎么都不肯，摆摆手就
走了。”来辅导站教学的不仅有
雷锋学校的老师们， 还有社会
人士。

长沙市教育局副调研员王
天玉擅长写作， 教孩子们写作
文很有一套。 他根据辅导站不
同年龄阶段的孩子， 精心设计
了6期作文课堂。“有次周日下
着大雨， 我本以为王主任不会
冒雨赶来了。没想到，他还是准
时赶到来上课。随后没多久，16
名学生也都来了。”

从长大成才
到回报社会的期盼

目前， 辅导站有41个志愿
者， 绝大多数是雷锋学校的老
师， 每周日上午八点半到十一
点半开放， 每次都会有十多个
学生来这里接受辅导。 与此同
时，郭兵还提供“线上+线下”服
务，学生遇到难解的题目，拍照
发到辅导站学生微信群， 辅导
站相应的学科老师看到信息
后，便联系学生进行详细讲解。
“不论是工作日的晚上，还是周
末， 在群里发题都会有老师回
应， 有时候群里的老师们没及
时回复， 郭老师就会帮忙联系
其他老师帮我们讲题。”24小时
服务的“作业客服群”深受孩子
们喜爱。

对于未来， 郭兵有自己的
构想———“希望孩子们长大成
才后， 能把在辅导站接受义务
辅导的时长， 转变成他们服务
社会的时间， 让爱心永不断
线！”看着曾经连正负数都搞不
清的孩子走上学校的学习标兵
领奖台， 看着老师和孩子们其
乐融融，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
老师加入义务辅导站， 郭兵表
示：“这事儿越干越起劲！”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黄军山

大办“辅导班”，这位老师“补课”出名了
用自己住房免费办辅导班“雷锋”老师的坚持带动一群老师

2017湖南十大教育新闻及人物出炉
本报曾报道的主导生死救援的“95后”大学生徐守宝上榜

尽头处的超越者： 湖南
高校3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年， 我省新晋4名中国
工程院院士， 其中三人来自高
校。他们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的
王振国、刘泽金、湖南商学院的
陈晓红教授。

温佐望， 省教育厅一名
“80后” 干部， 为了12年前的约
定，他捐献造血干细胞，跨省挽
救了一名白血病患者。

一名女孩跌落湘江，不
习水性的爸爸为救女儿也跳入
江中。危急之时，湖南商学院大
学生徐守宝和他的5名同学折
竹搭救，结衣为绳，用最原始的
方法， 将命悬一线的父女俩拉
出水面。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刘仲华教授及团队几
十年一直从事黑茶的科学研究，
被业界誉为“金花之父”。

1985年出生的安徽小伙
赵付雷2008年大学毕业，带着梦
想扎根湘西，转眼九年。2017年8
月，赵付雷入选湘西州十佳“四
有”教师，并进入由中央电视台
主办的“2017寻找最美教师”候
选人名单。

从11岁开始，“95后”吴
步晨就开始独自带着双目失明、
体弱多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
母亲求学。2013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中南大学, 又把母亲带到
长沙。2017年， 吴步晨以专业排
名前10%的优异成绩顺利保研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曲，长沙市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语文高级教师 ，从
2008年开始，她通过一份班刊、
一项公益阅读活动， 并借助互
联网平台，唤醒潜藏学生、家长
及社会人士心灵深处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彰显了一
名教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 贯穿于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使命感、责
任感。

年逾古稀的宁波籍退休
教师周秀芳牵桥搭线，为溆浦县
筹建希望小学13所。

2017年11月17日，株洲
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周
京平因突发“大面积脑梗”倒在
工作岗位上。 周京平在学校倡
导“等待花开”的慢教育方式，
坚持“教师就是要一直站在讲
台上”的理念，善于用“花式表
扬” 发现学生和老师身上的闪
光点， 并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教
育随笔。

湘妹子肖雅清是从中南
林科大走出去的留美女博士。她
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挡住了行
凶者的攻击， 挽救了导师的生
命， 自己却身中五刀被送进ICU
抢救。

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 湖南获多个奖项

2017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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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雷锋学校郭兵老师开设义务辅导站，免费为学生提供课外辅导。 通讯员 黄军山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