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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早上7点，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技术学院金鳞影视工作室内，学校教

师郭华早早来到工作室里，准备把学生

制作的短片再审一遍。“多看几遍，我才

放心。”

这是郭华从教的第 14 年，但 14 年

里，他却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和动力。

而这份动力，却源自学生的一句话。

2006年，郭华放弃了中央电视台待

遇优厚的工作，进入湖南大众传媒职业

技术学院任教，从编导到教师，郭华的角

色转变并不轻松。

央视严谨的工作作风让郭华对视频

剪辑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但这种教学

风格却让学生很难适应。在他看来，视

频剪辑就像磨刀，磨得越多，学得也更

快。但学生如此抗拒，他开始思考自己

的教学方式。

学生告诉郭华，他们希望课堂加入

更多的实践。他意识到，要让学生快速

理解视频剪辑之间的规律，必须让他们

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为此，郭华

以练促教，先后将学生送入《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汉语桥》等节目实习。实习

过后，学生视频剪辑的能力得到大幅度

提升。

2011年，学生马榕泽问郭华：“老师，

你说我们能拍电影吗？”这让郭华深深触

动了，他认为，大专生也要有大梦想。他

在学生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鼓励他们

去拍摄长视频，但学生苦于没有拍摄器

材，郭华便与几位教师创立了金鳞影视

工作室，自费购置了摄像机、单反和电脑

等一系列设施，为学生提供条件。2020

年7月，马榕泽的网络大电影《老虎》上

映，当初的梦想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而随着实践越来越多，郭华却发现，

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浮躁的思想。

2015 年，郭华在指导学生蒋欢（化

名）剪辑《汉语桥》的作品时，因质量不过

关，作品连续被《汉语桥》栏目组退回。

蒋欢当即撂挑子，留下一句“又没钱又要

改，谁爱做谁做”便负气离开。

这让郭华很是苦恼，他逐渐明白，

除了能力，教书育人最大的目的是为社

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要改变学生

浮躁的思想，必须让学生深入生活底

层。

2015 年 7 月，他带领学生前往道县

奔塘村，为坚守山区的教师胡利波制作

纪录片。他不顾其他教师劝阻，将蒋欢

纳入团队。他们同住在奔塘村。山上蚊

虫多，蒋欢被咬得受不了，几次想要离

开，但看到拍摄团队日夜辛劳地工作，又

想到坚守教师胡利波的事迹，便忍了下

来。在为期15天的拍摄中，蒋欢慢慢蜕

变。

最终，拍摄的纪录片《梦里奔塘》获

得 2015 年全国大学生公益视频大赛金

芒果奖。如今，已经毕业并顺利参加工

作的蒋欢还会时常与郭华联系，聊天最

后都会加上一句：“谢谢郭老师，您在我

心中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如今，郭华依旧奋斗在教学一线，在

节假日里都能看到他在工作室忙碌的身

影。“看着学生为梦想拼搏，成长为对社

会有益的人，我很开心。”

新邵县新航初级中

学副校长谢林勇于1996

年毕业于邵阳师专，此

后一直耕耘在三尺讲

台，至今已经担任了 24

年的初中物理教学和15

年学校行政管理工作。

他的工作量常年超过校

人均工作量的两倍，但

他毫无怨言，积极履行

职责。

在物理教学一线，

他敢于创新，注重培养学生各方

面的能力。近5年来，他一直担任

学校机器人、科技创新小组的负

责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他也先后获得省级、市级、县级

“优秀辅导员”称号。

作为学校物理学科带头人，

谢林勇十分注重对年轻教师的传

帮带，在学校开展的师徒结对中，谢林勇与周景

平老师结成师徒，他经常走进周景平的课堂听

课，课后及时指出周景平在教学中的亮点与不

足。日常教学中，谢林勇要求周景平每堂课都

要写课后小记、教学反思，每周写一篇教育随

笔。在谢林勇的带动下，周景平快速成长，3年

时间即成为学校优秀的物理教师，2016年，周景

平先后在新邵县、邵阳市教学比武中获一等奖。

教学工作中，谢林勇善于将实际与理论结

合，并将教学经验升华为理论，积极撰写论文、

参与课题研究。谢林勇于2015年担任湖南省中

小学教师新课标全员远程培训项目辅导教师，

多次在新邵县初中理化生教师岗位培训中作专

家讲座，2019年，谢林勇担任“国培计划”新邵县

物理名师工作坊坊主，助推新邵县物理教师专

业成长。

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学生的成长，2017届学

生何星阳，刚入校时虽然成绩很好，但性格冷傲

叛逆。谢林勇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处于青

春叛逆期，于是经常找他谈心，课堂上是师生，

课堂外做朋友，帮助他克服生活和学习上的困

难，经过 1 年的相处，何星阳逐步变得开朗、自

信。2020年高考，何星阳被清华大学录取。

教学之外，谢林勇先后在学校担任教研、教

务、后勤管理工作，他在每一个管理岗位上都尽

职尽责，为师生作表率、做好服务工作，赢得社

会、师生的高度赞扬。

24载默默奉献，谢林勇如春雨般滋润了无

数幼苗茁壮成长，收获满园的硕果，但他一如既

往继续无私奉献着，用岁月谱写着辉煌。

隆回，风光旖旎，绿树萦绕，鸟语

花香，人杰地灵。正是得益于这一方

富有灵气的水土的滋养，范小莉从小

就对大自然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对自

己的人生充满无限的憧憬。2002年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师范大学毕

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生她养她的家

乡——隆回，在隆回县第五中学工作

两年后调入隆回县第九中学任教高

中物理，并担任高中部女生辅导员。

“从教以来，在课堂上，我会注意

引导学生把握好知识点的准确性。

课后，我会及时反思，详细记好学生

作业的批阅情况，哪些学生及时准确

完成了作业，谁做错了哪道题，错在

何处，哪个知识点没掌握好，怎么才

能让学生不犯这个错误……”谈到教

学，她有很多话要说。在她的办公室

里，笔者看到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

面工工整整地记录着她授课和批阅

学生作业的详细情况。

比如，她在教学《力的合成》这个

知识点时，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共

点力的合成，一个分力方向挂3个钩

码，另一个分力方向挂 4 个钩码，学

生会误认为每个钩码代表 1 牛顿的

力，很容易得出合力是5牛顿。她就

说明一个钩码代表一个单位的力，可

以是任意值，则合力是 5 个单位的

力。5牛顿和5个单位的力是有本质

区别的。学生在做练习时就很少出

现她点到的错误。

作为高中部女生辅导员，不管刮

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范小莉总是

每天早晨5点半去学校，督促学生按

时起床、搞好寝室卫生，整理好内务，

进行军事化管理，养成了学生做事利

索、规范的良好习惯。她负责管理

72 个寝室，培养了一批女生寝室管

理干部，她们主要负责检查每个寝室

卫生、内务整理、就寝纪律等，每天及

时公布学生就寝信息，并计入班级量

化管理，给学生创造了一个安静和谐

的生活环境。

“奉献青春绝不悔，化作细雨润

新苗”，这是范小莉的执教信念。她

多次参加县级以上教学比武，辅导学

生参加全国物理奥赛获省、市、县一

等奖，8 次获隆回县嘉奖，一次立三

等功，并先后荣获隆回县“优秀教师”

“师德标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9月28日，上完英语课

后，衡山县第二中学教师陈

淑贤刚走出教室，学生董文

武站在教室门口，害羞地递过来一张

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小字，真诚又质

朴：“谢谢陈老师，在您的帮助下，我

喜欢上英语了。”

这并不是陈淑贤第一次收到学生

的感谢信，但每次都会让她感动不已，

也给了她坚持在一线教书的动力。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陈淑贤，对教

书育人有着特殊的情感。她从小便

在心中刻下了“要做一名优秀的教

师”的志向。2001年，陈淑贤从中南

大学毕业，来到了衡山县第二中学任

教英语。

衡山县属山区县，学生底子弱，

基础差，刚执起教鞭，陈淑贤却发现，

有些孩子连最基本的单词都不会写。

如何快速提高英语成绩？陈淑

贤发现，学生底子差，更多的是害怕

读出口，陈淑贤决定从最基本的背单

词入手做文章。她找到英语课代表，

让他们在课余时间督促学生背单词，

业余时间，她也会抓薄弱学生默写单

词。短时间内，大部分学生的英语水

平有了长足进步。

但陈淑贤并不满足于此，她把目

光聚焦在成绩原地踏步的学生身

上。陈淑贤认为，多关注一名学生，

就可能多圆一个家庭的大学梦。

2008 年，学生成辉引起了陈淑

贤的注意。

衡山县第二中学是个艺术特色

校，学校的艺术氛围很浓，热爱绘画

的成辉常常待在学校的绘画室作画，

到深夜才走，同学都叫他画痴。

心思全在画画上，英语却严重偏

科，陈淑贤多方尝试，想帮助成辉提

高英语成绩，但收效甚微。这激起了

陈淑贤心中的好胜心，“我就不信他

学不会”的念头在陈淑贤心中生根发

芽，她下定决心，要提高成辉的英语

水平。

“如果英语不及格，怎么能上好

大学呢？”陈淑贤把利害关系摆在成

辉面前，成辉沉默了。不一会儿，陈

淑贤发现成辉的眼眶渐渐红了，在陈

淑贤的引导下，成辉说出了自己英语

成绩久久没有进步的原因：“害怕英

语，自己总是在逃避。”

“那我们一起来面对吧！”从那以

后，课余时间，晚自习时间，都能看到

陈淑贤辅导成辉英语，在陈淑贤的帮

助下，成辉渐渐正视英语这门学科，40

分、50分、60 分……一次一次的摸底

考试中，成辉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

2011年7月，成辉被中国美术学

院录取，他喜极而泣。在公用电话

亭，成辉语无伦次地向陈淑贤报喜：

“英语考了98分。”

“老师为你高兴，你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电话那头，陈淑贤噙住

泪水，努力平复心情祝贺成辉，心中

也更加坚定地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

毕生的事业。

在学生心中种下梦想
——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华

本报记者 谢扬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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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新苗
——隆回县第九中学优秀教师范小莉素描

通讯员 阳凤舞

把教书育人当作毕生事业
——衡山县第二中学教师陈淑贤侧记

本报记者 谢扬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