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害羞学子，今成优秀教师 “师道”穿超几十年岁月“春风化雨”

成为教师的他们在母校与恩师过节

教师节来临，记者从北京
师范大学获悉，10位来自全国
各地长期坚守于教育教学一
线的优秀教师，获该校“四有
好老师”启功教师奖，以表彰
其为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做出
的突出贡献。

9月8日晚，“四有好老师”
奖励计划颁奖典礼在北师大
举行。10位被表彰的教师来自
湖南、陕西、河北、云南、甘肃、
青海等多地，从教都在30年以
上。

他们中， 有安贫乐教、不
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的湖南
省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朱
公小学教师黄亚飞，有扎根山
村、 自制800多个教具玩具的
河北幼儿教师李广。

同时，还有10支参加“中
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并开
展各项育人研究与实践、促进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优
秀团队，获颁“四有好老师”公
益行动奖。

■据新华社

曾经是名校的学霸，长大
后又回母校当名师，这样的经
历难得而幸运。 教师节前夕，
长沙市长郡中学举行了一场
活动：昔日长郡学子、如今长
郡教育集团的青年教师们，在
母校与恩师一起过节，回忆授
业师恩，交流教学方法。

【授业】
“李老师改变了
我的性格和人生”

“高一时的第一节课，班
主任李剑玲老师就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时至
今日， 我都将这句话藏于心
间，在这条路上努力着。”捧着
要送给李剑玲老师的鲜花，长
郡中学陈珍老师有些激动。她
2010年毕业于长郡中学，并考
上了北京师范大学，2014年的
夏天，她又在选拔中脱颖而出，
以“教师”的身份回到了母校。

“选择当老师是受李剑玲
和罗振科老师言传身教的影
响，而回到母校教书也是两位
老师给了我勇气和信心”。陈
珍说，感恩于两位老师，她从
高中起就在心里默默种下了
立志从教的种子，并在后来的
学习生活中， 为之奋斗努力。
她回忆说， 自己从小不善表
达，因为害羞甚至不敢在课堂
上举手答问，而帮她走出这个
困局的人正是她的“人生导
师”李剑玲老师。“李老师的课
堂生动又有启发性，总是能把
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
起来。”陈珍说，特别是李老师
的有意引导，自己从被“点名
提问” 慢慢到“主动举手答
题”， 最后甚至一跃成为课堂
上“最迫不及待想要表达自己
想法的学生”。

有了高中的锻炼，走进大
学后的陈珍热衷于参加各类
校园活动，如今站在讲台的她
已是自信从容的“人民教师”。
“李老师改变了我的性格和人

生，也让我看到了教师这个职
业的价值，我很坚定地选择这
个职业，也很庆幸自己‘长大
后成了自己最感恩的人’！”

【同行】
回母校教书
仍会向20年前的老师请教

现任长郡中学校友会秘
书长的江荣光老师， 今年71
岁，在长郡工作47年，教书35
年，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有
两位“得意门生”回到了母校，
成为她的同行。刘晶晶是江老
师20年前教过的长郡学子，如
今担任班主任的她，还是习惯
于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就
去向江老师请教。“年逾古稀
的江老师身上始终保持着阳
光和热情，以及对学生发自心
底的细致和关爱，深深感染着
我。”刘晶晶说，江老师带给自
己满满正能量，走上教师岗位
后， 她也一直担任班主任，并
时刻提醒自己要以恩师为榜
样，当一名有爱、无私、受学生
欢迎的好老师。

温情在流淌， 爱心在传
递， 看到学生也成了名师，江
荣光老师特别欣慰和自豪：
“你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活动
现场，年轻老师们回忆着学生
时代与老师们的趣事，分享自
己的成长经历，老教师们也纷
纷寄语年轻教师，提供教学育
人锦囊。

现场聆听分享的长郡中
学党委书记杜慧颇受感动。在
她看来，对学生来说遇到一个
好老师是幸运，作为年轻教师
能再次得到当年老师的指导
是幸福的。“感谢年长的老师
们用行动和示范影响着学生，
也希望年轻老师们能始终不
忘自己的教育初心，不断传承
发扬优良的长郡名师品格。”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乔梦平 王剑

全国“四有好老师”名单出炉 获奖者从教都在30年以上

湖南一小学教师上榜

教师节·榜单

本报9 月 9 日 讯 都 说
教师是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的明灯，而这个教师节晚上
8:00～9:00， 作为长沙地标
的万达广场的灯光，将为所有
老师点亮。今晚8点，万达广场
写字楼“老师您好”几个字闪
耀，点亮了长沙城，这是明晚
亮灯仪式的一次预演。 此外，
长沙市雨花区各个电子屏也

会为老师们送上祝福语。
据介绍，今年教师节前夕，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2018年
度“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号
召全国各地于教师节当晚在
当地地标性建筑上通过LED
屏幕滚动“老师，您好！”字幕，
让教师的荣光在最高处闪耀。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教师节·活动

今晚，长沙地标将为教师亮灯

本报9月9日讯 教师节，
你会给老师送一份怎样的礼
物？今天，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
术学院一群毕业30周年的学
子，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通过
一场师生共同参与的高规格作
品展，为老师送上祝福。

学生成就是最好的回报

1988届毕业生吴家露是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30年
来， 凭借突出的专业水平，他
创办了业内有名的装饰公司
和书画院。“以往教师节都是
给老师发个信息或打个电话，
今年正好有机会回母校，希望
能够给老师们带来惊喜。”吴
家露说， 同学们一致认为，对
老师而言，学生的成就是最好
的回报，于是便决定用这样一
种特殊的方式来拜谢恩师。

活动通知发出后，短短一
周便征集到同届20多位同学
的多幅作品，包括国画、油画、
水彩、摄影、设计作品等。“我
们还邀请了老师共同参与，总
共展出的作品有80余幅。”吴
家露这次参展的作品有四幅，
其中一幅是他以草书的方式

撰写南宋著名诗人、教育家朱
熹的《观书有感》，所谓“问渠
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吴家露认为，老师和母校
教诲，正是学生们成长中“源
源不断的活水”。

82岁老师的作品参展

今年82岁高龄的王友智
老师是1988届毕业生的老师，
他曾担任大家书法课的老师，
今天也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在
展览中展出。“我觉得这是从
教多年收到的最有意义的一
份教师节礼物。” 这名有着40
多年教龄的老教师认为，教师
对学生最无私的地方在于“毫
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而学生
的成功也成就了老师。

据介绍，长沙理工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的前身是湖南省
轻工业专科学校工艺美术系，
创办于1958年。自1985年改制
为高等专科学校到2001年并
入长沙电力学院（现长沙理工
大学）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各
类毕业生28000余人， 活跃在
全国各行各业。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玲 实习生 陈景涵

毕业30周年
他们和老师一起办作品展

教师节·礼物

本报9月9日讯 刚刚走进大
学校园，江苏无锡女孩陆奕伶便迎
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起初她以为
这会是一个“孤独的生日”，可是没
想到，昨天，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她和其他
12位同一天过生日的同学收到了
一份暖心的礼物：由校长廖小平所
著并签名的书籍《代际互动———未
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代际维度》以及
一张生日贺卡。

开学典礼上，廖小平用高昂的
声音，逐一喊出当天过生日的13名
同学的名字和所在院系，向他们送
上生日祝福， 热烈的掌声中，13位
“寿星” 起身接受在场6000余名师
生的问候， 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收到祝福和礼物的陆奕伶颇为感
动：“实在是太惊喜了，这是最好的
成人礼！”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邹敏 颜宇琪

教师节·迎新

特殊的成人礼：
6000名师生的问候

本报9月9日讯 新生即将入
学报到，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顺利入学，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开辟“绿色通道”资助学子，开
设“爱心餐”补贴生活，同时还开通
学费缓交手续办理、 国家资助政策
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切实做到教育
部要求的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
学“三不愁”。

据统计，截止到目前，长沙环保
职院“爱心餐”受益学生69人，学院
共补贴金额10万余元。此外，今年
学院已为500余名同学办理绿色通
道， 其中通过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绿色通道”学生共计466人，
贷款金额350余万元。

■通讯员 刘彦妮 记者 黄京

“绿色通道”
助学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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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8点，长沙万达广场写字楼“老师您好”几个字闪耀星城，这是教师节当晚亮灯仪式的一次预演。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