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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年关，又是回家的时候。
“妈妈，我想您，您什么时候回来?”孩子的眼眶湿润了。 1月

初，在邵阳的隆回县苏河中学，留守孩子的父母还没有从远方归
来。 快放寒假了，孩子们在学校和父母聊起视频，爱心视频为他
们架起了“亲情桥”，亲情在网络的世界里得以延续。（图一）

31 岁的高长亮在广州打工，已经四年没有回家的他决定今
年回河南老家过年。 1 月 18 日，带着妻子、儿子和女儿，一家四
口坐上高铁，踏上了千里归乡的路。 即将看到久别的爷爷奶奶，
两个小孩很高兴。（图二）

虚拟的网络千里的路，再远距离，也挡不住一颗回家的心。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落实德育为首 回归教育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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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前下午， 一名男子翻墙
闯入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北渡小
学行凶， 该校校长杨建一为保护

学生安全，与歹徒殊死搏斗，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普通的中
学校长，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赞歌。（见
本报 02 版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给了杨建一这样大
的力量和勇气？ 其实，答案是明显的，是老师的责任，是老
师的道德，是老师的灵魂，给予这个 59 岁老人，在面对歹
徒的时候，以不可想象的力量冲上去与之搏斗。 正如村民
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一样，“是因为他太负责、 太无私、太
忘我。 ”

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对教师的非议很多，总
觉得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被极少数人玷污了，但杨建一的
事迹告诉我们， 教师这个神圣的名称是不会被玷污的，在
学生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都会出现在学生的身边，为保
护他们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杨建一的良好品行足以滋润他
生前执教过的学生的心灵。 他的事迹生动诠释了人民教师
的高尚师德，做一个爱生如子、忠于职守、视校如家的教
师，做一名让学生永恒爱戴的教师。 杨建一的伟大起步于
他挺身而出的气概，归源于崇高的职业操守。 他的感人事
迹传递的正是一种正能量。

广大教师如果都能传递一份正能量，多一份恪守职业
道德的真善美，多一份挺身而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也就
会多一份正气、多一些信任。 笔者认为，我省广大教师要学
习杨建一践行师德的精神， 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先生，让
党和政府认可的优秀教师。“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
才。 ”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那么如何让孩子们都成
为有用之才，希冀就在我们老师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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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2013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看图说话

本报记者 余娅

让爱回家

读为您导

本报讯（记者杨元崇）“道德常常能
填补智慧的缺陷， 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
道德的缺陷。 ”1月 21日，在 2013年度全
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
长、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王柯敏引用意大利
文艺复兴先驱但丁的话与会代表畅谈
2013 年教育工作重点， 其工作目标首
指———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2013 年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 全面落实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 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关键环节，把转变作风作为重要保证，深
化教育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切实推
进各级各类教育科学发展， 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推进“四化两型”、“四
个湖南”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落实德育为首
“学校教育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 ”王

柯敏语重心长地说， 按照教育规律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 落实德育为首， 回归教育本
位。 今年将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因地制宜开
展艰苦奋斗教育、 绿色环保教育、 感恩教
育、生命教育，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 在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的基础上， 深入
挖掘校园内外的德育资源，广泛开展“续写
雷锋日记、传递中华正能量”等学生喜闻乐
见的主题活动。

同时突出学生主体，深化课程改革。
王柯敏强调，摒弃“唯分数论”的错误思
想和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的错误作法，
牢固树立“有教无类”、“人人皆可成才”
观念，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深入推进课
程改革。 省里将组织首轮“课改样板校建
设学校”检查验收，立项建设一批具有示
范导向作用的课改样板校。

（下转 04版 1）

图二 新华社 梁旭 摄▲

图一通讯员 罗理力 徐南阶 摄▲

见到陶妙如时， 长沙刚下了一场
雪。 1 月 7 日，校园里的雪还未融，她
在办公室隔着窗外的雪景和我聊着
天 ， 顺手把即将付梓的新书给我
看———温暖的白色封面、 一抹红色的
腰封，《做温暖的教育》是新书的书名。
我抬头看看她，裹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面带微笑说着话， 不正也是这寒冬校
园里，一抹暖人的红么？

红得热烈，如朝阳般鲜活
陶妙如身上有着中学语文高级教

师、 长沙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湖南省
“国培计划” 首批专家库专家成员、教
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成员等不
少光环。 她却说自己是个平凡得不能
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可只
要你走近她，了解她，就会发现她的与
众不同。

陶妙如个子娇小， 却是一位很霸
气的语文老师。 学生亲切地称陶老师
为“先生”，先生上课，从来不用课件，
也从不翻书翻课本。 每当先生走进教
室， 第一件事都是在黑板上写一串对
联或者诗帮助引出新课， 接着一边写
写画画一边旁征博引地讲完课。课毕，
背后是一黑板丰富的板书， 如同一场
排练多日、烂熟于胸的表演。

物质条件日益富裕的当下， 用什
么来感染学生？ 陶妙如选择了用快乐。 她说：“如果我们引
导出来的学生不仅优秀，而且快乐，把生活、学习当作是享
受，这个老师应该就很好了。 ”

深谙传统文化，但陶妙如却不古板，用嬉笑怒骂皆
文章来形容她一点也不为过。 一次上课前，陶妙如看到
学生将一些果子扔得到处都是，便在黑板上写下：“红枣
葡萄西红柿珍珠满地。 ”有学生极快地对答：“奔驰宝马
法拉利豪车在家。 ”欢乐的氛围里提醒了学生注意卫生，
一下课，就有学生自觉打扫起了教室的卫生。

如此，枯燥的古文不再显得陌生。 在她看来，将传统文
化生活化，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学生自可得到儒润。

“鲁迅是一个最大的怀疑者，他不仅怀疑外界，更加
怀疑自己，他不断地怀疑、不断地思考从而让自己的思
想深刻了起来 ,” 陶妙如问学生：“知道为什么每个时代
需要鲁迅了吗？ ———因为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就没有
改变！ ”短短几句话，让学生对鲁迅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
她也是一个“怀疑者”，在语文教学的路上，她在不断怀
疑也在不断释疑，用自己的方式构建了充满智慧的语文
教育模式。

（下转 04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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