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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李振华 刘元伟

煤渣跑道怎能出好成绩？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嘉禾县委、县政府
提出了建设“体育之城”的发展战略，作出
了《嘉禾县关于建设教育强县的决定》。

2015 至 2017 年， 嘉禾县先后投入
3091 万元， 为全县 40 所公办学校建造
了田径场、配备了常规的体育器材、新建
了部分学校足球场；2019 年投入近 1 亿
元，新建嘉禾一中体艺馆、嘉禾职中田径
场、文家学校田径场和篮球馆，改建嘉禾
一中田径场、嘉禾五中田径场、嘉禾五中
风雨棚篮球场、 城关中学田径场等体育
场馆项目；2019 年投入 140 万元添置体
育比赛器材。

在嘉禾五中田径场内， 中长跑训练
基地不同年龄段的小运动员们“混编”成
团，一起开始下午的体能训练。看着那些
跟在高年级队员后面的“小不点”们，体
育老师黄娟告诉记者， 自己当年加入五
中田径队时也就那么点高，“当时的队员
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跑道也是铺满煤渣，
中间草坪杂草丛生，你看我腿上的疤，都
是在煤渣跑道上摔出来的。 ”

痛并快乐着奔跑了十年的黄娟，大

学毕业后再次回到五中，担任体育教师，
把自己的赛道经验传授给师弟师妹们，
让热爱体育的同学们都能跑出好成绩，
少走弯路。

把黄娟从“黄毛丫头”培养成一位人
民教师的嘉禾五中体育教师刘锴， 有一
个杰出的教学纪录：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间， 带过的队员 90%都考上了二本以
上院校，其中绝大多数队员都来自农村，
通过体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里的体育老师，一年只休两天
通过引进、特招、委培等方式，嘉禾

县培育了一批体育实力教师。 全县目前
有专职体育教师 120 名， 其中高级职称
5 名，一级职称 40 余名，全省百名优秀
教师 2 名，省市级骨干教师 10 名，专业
教练 25 名。 他们当中有全国优秀教师、
省级优秀教师、 省级优秀教练，2 名体育
教师荣获郴州市教育教学质量特殊贡献
奖等崇高的荣誉。

于 2009 年、2015 年两次被评为省
级优秀教练员的刘锴， 所带训的学生陈
会娟在省第十一届全运会上获三项冠
军，后被北京大学录取；罗梅君被浙江大
学录取，李岁鸿被郑州大学录取，黄茹、
李苗艳均被北京科技大学录取。

对待队员，刘锴既是教练又是家长。

经常买来猪脚、鱼、排骨、鸡等，在家为队
员准备营养餐，换着花样加强学生营养。
他家消毒碗柜上，一个大海碗，三个小海
碗，整齐地摆放在一起，是他和学生的餐
具，这么多年一直未曾变更。

嘉禾一中体育教研组组长王文华，
更是培养出了一个“跑”入北京大学的女
儿王琦璇。

王琦璇长得比同龄人高，性格像男孩
子，野性十足。 上体育课时，她就像一头活
泼的小鹿，跑步时，很多男同学都被她远远
地甩在后面。 读初一时， 父亲王文华要她
“拜”同事王飞为师，双休日跟着王飞集训。

尽管自己也带田径队。 但当记者问
他为何不自己带女儿训练时， 王文华苦
笑着说：“从事田径运动太苦， 每天早晨
六点就开始集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夏天练速度，冬天练耐力。 自己的孩子舍
不得下手。 ”

受过伤，也曾累到趴，敢冲敢拼的王
琦璇在父亲和教练们的帮助与鼓励下，
以超出录取分数线 149 分的好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

而培育出了罗梦珍、 王琦璇等优秀
学子“跑”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嘉禾一
中，也多次被评为“湖南省体育传统项目
优秀学校”。

铸都，就要用铁的精神练体育
近十年来， 嘉禾县组队参加郴州市

中小学生运动会， 团体总分取得了 1 个
冠军，7 个亚军和 2 个季军的好成绩，培
养的学生达国家二级水平的运动员有
500 余名， 达国家一级水平的运动员有
10余名。目前，学校体育教学工作已成为
嘉禾教育的一张名片，扬名附近县市区。

每年的高考体育特长上线率达 60%
以上， 稳居全市第一。 2011 年罗梦珍、
2013年陈会娟、2015 年王琦璇三名学生
先后以高水平运动员身份被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录取；2015 年罗梅君、李艳莹两名
同学以高水平运动员身份分别被浙江大学
和西安交通大学录取；2014年 7月全国第
十二届学生运动会上， 王琦璇成为代表郴
州市唯一入选湖南代表团的选手，夺得了
女子组 3000 米冠军和 1500 米亚军；
2019年嘉禾县高中女足代表郴州市参加
湖南省组织的青少年联赛和中学生运动
会，先后荣获第四名和第一名的好成绩。

拥有 300 年铸造历史的江南铸都嘉
禾，在风雨中铸就了“勤劳勇敢、敢闯敢
拼”的顽强精神，这种精神也融进了嘉禾
的体育教学中。

能有今天的成绩， 正是因为那份如
铁般的韧劲和永不服输的骨气。

整合资源，一腔热血倾教育
走进大塘九年一贯制学校，映入眼帘

的是一栋崭新的教学楼， 学生从楼上下
来，到操场嬉戏……大塘九年一贯制学校
的教务处主任罗亚波告诉记者，学校能有
今天的建设，离不开原桂东教育局局长胡
昭程对桂东教育版图的重新规划。

“现在的教学楼是胡局长以前主张
建设的，当时这所学校是整合周边学校
资源建设的主力学校。 ”罗亚波告诉记
者， 在建设大塘九年一贯制学校时，由
于财政紧张，但又需要赶工期，胡局长
经常来到工地现场与工人们一起劳动。

“这栋教学楼以前是一大片鱼塘， 胡局
长为了赶进度省经费，经常下到鱼塘里
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他的行为感动了一
大批教师。 ”

全县像大塘九年一贯制“资源整合”
的学校不在少数，在胡昭程手上，破旧落
后的学校被彻底根治： 重新规划布点学
校 107 所，撤并 81 所学校，集中资源大
力建设新建和撤并学校。 桂东二中就是
资源整合的代表学校。

桂东山区多，山区学校更多，但校园
设施却大多数很陈旧。 桂东二中如今的
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胡昭程的主张下初具
雏形。作为当年整合资源的典型校，桂东
二中承载了周围三个乡镇和一个农场的
子弟学生。

“胡昭程曾经说过‘穷县办教育，更
要讲效益。 ’作为资源整合的重点学校，
桂东二中如今的建设离不开他的奋斗。 ”
桂东二中党委书记黄永清告诉记者，自
己在和胡昭程共事的日子里， 胡昭程常
常和他们讲“三苦三不苦”精神：“宁苦机
关、不苦学校；宁苦干部、不苦教师；宁苦
大人,不苦孩子。 这些年来二中也一直遵
循他的精神在发展。 ”

近三年以来， 桂东二中实施项目 16
个，总投资 2100 万元，新建的教学楼、实
验室和图书室等功能室全部投入使用，
食堂、教师学生宿舍全部焕然一新，在后
昭程时代， 学校建设正在保质保量的稳
步提升。 而无数个“桂东二中”正在桂东
拔地而起， 桂东教育人带着“三苦三不
苦”和“昭程精神”正在教育建设的道路
上砥砺奋进。

投入真情，无数后人继事业
胡昭程对桂东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

在建设上，更体现在桂东教育人的心里。
胡昭程曾说， 教育局长是教育形象

的活广告。 群众信得过教育局长就信得
过教育局， 信得过教育局就会全力支持
教育事业。 而教育局长不能带领桂东教
育走向高质量发展， 那教育局长就是第
一责任人。

桂东县教育局现任局长郭建军对
“昭程精神”感悟颇深：“这些年在桂东的
教育事业上奋斗， 越发地佩服当年胡局
长敢于改革的勇气与魄力。 ”郭建军告诉
记者，这些年来，桂东教育事业的砥砺奋
进离不开当年胡昭程精神的感染。“没有
人不钦佩胡局长的为人， 有了困难总是
自己先上，得了功劳总是归结于别人，从
不以权谋私。 ”

胡昭程的外甥， 现任桂东教育局督
导室主任陈爱民告诉记者， 当年自己从
桂东含口中学升任副校长， 而恰逢胡昭
程整合桂东学校资源，含口中学在列。陈
爱民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能坐上整合学
校的领导席位， 但胡昭程却给他泼了冷
水：“现在学校缺的是老师，不是干部，你
还是下去当班主任吧。 ”

“当时心里是有怨恨的，我和姨父大
吵了一架，几年没有来往。 ”陈爱民回忆
往事，眼眶却开始泛红。“在这之后，我一
直踏实在基层工作， 但一直没有放下这
件事，直到我姨父临终前叫住我说‘虽然
这些年你磨练了很久， 但是你的这些经
历一定会让你终身受益。 ’我才终于了解
他的良苦用心，也最终释怀，最后无怨无
悔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

陈爱民只是继承昭程精神的其中一
个典范，多年来，在胡昭程深爱着奋斗着
的这片土地上， 无数桂东教育人在这里
前赴后继，为桂东教育倾尽全力。

近年来， 桂东县教育系统紧紧围绕
“一三五”发展战略，以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宗旨，以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
个孩子、成就每一个教师、造福每一个家
庭为目标，教育大局安全稳定，切实促进
了全县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先后被
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全省发展学前教
育事业典型县、 全省教学点数字教育资
源全覆盖项目示范应用典型县，2015 年
在全市率先创建为湖南省“教育强县”，
连续四年荣获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一
等奖。 2018 年 12 月，湖南省教育科研扶
贫工作推进会在桂东县召开， 将桂东县

“践行‘四个回归’，公平和质量一个都不
能少”经验向全省推广。

见习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方勇兵 郭满平

桂东：让“昭程精神”发扬光大
2000 年， 桂东县教育局原局长胡昭程带着未竟的教育事业走向人生的归

途，留下的只有为世人所熟知的“三苦三不苦”和“昭程精神”。 而十几年后，千百
位继承“昭程精神”的桂东教育人，在胡昭程未竟的事业里继续自己的奋斗。

近日，记者走访了胡昭程主持建设下的几所学校，从校园的变迁和教师的
话语中感悟桂东教育近十几年来的发展。

▲嘉禾一中的男足队员进行射门训练

嘉禾：体育教育生机蓬勃

▲全国优秀教练员、嘉禾五中体育教师刘锴
在同学们用汗水拼来的一块块奖牌前端详

近些年，嘉禾县既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又强调因材施教，充
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凸显了体育教育独树一帜的成果。不仅成功举
办了洲际篮球赛、全国围棋赛、郴州市中学生运动会等重要赛事，还普
及了全民健身，通过学校体育提质带动全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