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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是我最乐意的事
——记隆回县优秀教师周春凤
通讯员 刘剑
“ 老 师 ，我 考 上 山 东 聊 城 司 法 局
了。感谢您，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11
月 11 日，隆回县第二中学教师周春凤
接到学生龙小兰（化名）打来的报喜电
话。龙小兰是周春凤在荷香桥镇左家
潭小学支教期间的班级学生，如果没有
周老师，家庭贫困的她很有可能不能完
成学业，是周老师，为她争取到了贫困
助学金；是周老师，为她解决生活费用，
让她安心学习。
1999 年 6 月大学毕业后，周春凤被
分配到隆回县高洲中学，先后调入荷香
桥中学、隆回九中工作，2013 年调入隆
回二中执教。
因出身贫寒，上学期间遇到了好老
师，并顺利考上大学，所以从参加工作
的第一天起，周春凤就把“不让一个贫
困学生辍学”作为人生目标。从教 20

多 年 ，周 春 凤 基 本 上 年 年 都 担 任 班 主
任，
“ 只要家庭有困难的，每一个我都会
尽全力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每年
秋季开学第一天，周春凤到班说的总少
不了这句话。
说起在左家潭小学支教时的过往，
周春凤仍记忆犹新。2010 年 8 月，她担
任左家潭小学五年级甲班班主任，当时
左家潭小学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像样
的教学楼，没有像样的食堂，孩子们经常
喝不上一口热水，吃不上一顿热饭。恰
逢《今日女报》记者潘晶慧挂职荷香桥镇
副镇长，周春凤立即找到她汇报学校和
学生的情况，和她一起深入到各村各户
走访了解每位学生的家庭情况，并积极
联系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经过努力，学校争取到了香港晴森
咨讯集团捷爱基金捐赠的一批爱心物资

——饮水机；新宽联集团联合春
桃基金也为学校捐赠了价值 43000 元
的锅炉，从此，左家潭孩子吃热饭、喝热
水和用热水的难题得以妥善解决。后
来，不断又有爱心人士为学校出资捐建
图书室，
捐赠图书及学习用品。
罗文涛（化名）同学从小父母离异，
母亲改嫁，家境贫寒，得不到家庭温暖和
母爱滋润的他性格叛逆孤僻，各种小毛
病、小问题不断。于是周春凤主动担起
了孩子“母亲”的职责，给他无微不至的
关怀。
第一次找他谈话时，这个大男孩在
周春凤面前崩溃大哭，周春凤随即握着
他的手，抚摸着他的脑袋，给他擦眼泪。
两个小时后，耐心的倾听、陪伴赢得了孩
子的信任。此后每次月假归来，周春凤
都会默默地为他在食堂充卡。2015 年

——记邵阳市新宁县藕塘小学教师徐菲
通讯员 刘丽春
土、气喘吁吁的老师，小贾内心被触
动了。几次跋山涉水的家访后，这个
孩子最终回到了校园。毕业后，每逢
回家过节，小贾都会回来看望徐菲表
示感谢，
“ 老师，谢谢您！没有您，就
没有现在的我！”
用爱守护特殊孩子
进入藕塘小学后，徐菲继续关爱
着每一位学生。
小许同学是一个来自贫困家庭
的特殊儿童，因智力残疾，父母皆身
患疾病，特殊的家庭环境导致他性格
孤僻、自卑。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许转入徐菲
班级。几天细心相处，徐菲发现他虽
然学习有困难，但是非常爱劳动，于
是经常在他身上找闪光点，在班上表

扬他、鼓励他。小许逐渐变得活泼自
信。毕业时，小许爸爸特意坐着轮椅
到学校感谢徐菲：
“ 徐老师，谢谢你，
遇到你是小许最大的幸运。”之后小
许成为一名环卫工人，用自己的劳动
撑起未来。他把徐老师教他的一字
一句记在心底，走得慢没关系，只要
保持向阳的姿态，就一定会有美好的
未来。
20 多年来，徐菲在教学中精益求
精，十多次获县市教学评比一等奖，
年终考核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
2013 年被评为镇“优秀班主任”，2014
年被评为镇“优秀教师”，2019 年被
学校评为“骨干教师”和“课堂教学能
手”，2020 年被评为新宁县“学籍管理
工作先进个人”。

坚守初心 情系学生
——记洞口县高沙镇中心小学教师邓星友
通讯员 雷亚婵
跨越长河二十载，扎根农村教育
永无悔。教书育人，坚守教师的本
分；奔走忙碌，勇挑学校的重担。这
就是洞口县高沙镇中心小学教学副
校长邓星友的人生缩影。
1998 年毕业的邓星友毅然投身
于农村教育事业，成为了一名普通的
小学教师。年轻时的他身兼多“职”，
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又能随
时“变身”英语老师，只要学校有需
要，
他便义不容辞挑梁。
2000 年，参加工作两年的他被调
到又兰镇最偏僻的金竹教学点。作
为洞口县的贫困村，这里人口稀少、
地势陡峭，四周全是山。整个学校只
有四个教学班级：学前班、二年级、四
年级以及六年级。在师资紧张的情
况下，邓老师主动承担二年级的包班
任务，并兼任学前班的语言教学，还
担任了学校总务主任一职。由于工
作任务繁重，学校替代家成了他的常
驻地。

因工作能力突出，邓星友被多次
调任。2009 年，他在又兰镇广又小学
任校长时，发现三年级的王文（化名）
同学，人很聪明，写作能力强，但数学
成绩较差。他走访调查，了解到王文
同学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以及大
姐在广东打工，二姐就读寄宿学校，
家中只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他
隔三差五去王文家，辅导他写作业，
在生活上给予祖孙俩帮助，在学习上
帮助他树立信心，到毕业时，王文的
成绩已名列前茅。
在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 ，邓星
友一直把关爱留守儿童当成一份快
乐而有意义的事业来做，并持之以
恒，大家都称赞他为留守儿童的“星
爸”。
2019 年元月，邓星友在帮学生的
爷爷激活医保卡时，结识了爱心人士
李文丽，热心公益的两人随后一同促
成了“让爱回家”关爱留守儿童公益
活动。

活动中，邓星友与学生家长们一
一取得联系，录制了他们在外工作的
视频，并让每个学生把心里话写下来
带到活动现场。当教室多媒体大屏
幕上反复播放爸爸妈妈的画面时，有
的学生泣不成声，这时远程视频连线
接通，家长和学生开始隔空对话，孩
子们眼中噙着泪水，把自己准备好的
话语念给爸爸妈妈听，与爸爸妈妈互
倾思念……
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
秋。邓星友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他先后获得县师德师风先进个
人、县思政课教学能手、县德育先进
个人等 40 多项荣誉。他指导过的教
师曾倩、陈泱希均在洞口县教学比武
中获一等奖，指导的学生多次在县、
市级比赛中获奖。
这就是邓星友，在平凡岗位上做
着最平凡的事，艰难会斑驳岁月，风
霜会刻深皱纹，但他始终会在教育的
土壤上唱出深沉的歌。

“技能大赛成就了我的本科
梦想，这离不开李辉熠老师的悉
心指导，李老师的长期训练让我
不再畏惧任何困难。”刘高明是今
年下学期入读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
在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
组“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赛项的比拼中获得一等奖，根据
省教育厅文件精神，获得了直升
本科院校就读的资格。
“从大一进校开始，李辉熠老
师就安排我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
时间跟着学长、学姐进行专业技
能学习和实践。现在轮到我来带
学弟、学妹了。”大三的资明阔已
经拿了中国技能大赛计算机程序
员（VR 资源开发）一等奖、湖南省
高职学生技能大赛虚拟现实
（VR）设计与制作一等奖，根据李
辉熠老师的安排，他正在准备给
学弟、学妹们上课的内容。
“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
有大赛。”李辉熠指导的学生，近 3
年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的有 18
人，国家级一等奖 8 人，今年已经
有 9 人具备“专升本”免试资格，
李辉熠老师本人也因此多次获评
优秀指导教师，并获教育厅“金牌
教练”
嘉奖。
“别人看来，带比赛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我非常享受与同学们一起奋斗的状态。”李
辉熠老师说。
“ 早作规划、梯队培养、教赛结
合、长期坚持是做好学生技能训练工作的不
二法门。
”
多年来，李辉熠老师带领指导老师团队
研究赛项规程，探索行业新技术应用，在日常
教学和赛前训练过程中，不断迭代更新训练
项目，调整优化课程内容，建成多项省级国家
级课程资源，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较为完
善的教学资源库体系。
通过长期坚持的老带新梯队培养，李辉
熠老师及团队建立的竞赛内部选拔机制良性
运转，使学生技能长期稳定在湖南省乃至全
国的一流水平。
“质量之魂，存在于匠心”。从学院专业
骨干教师到全国技能大赛“金牌教练”，李辉
熠老师用实际行动传承和践行“工匠精神”，
用辛勤耕耘换来学生的精彩人生。
通讯员 张晴

“以心换心，用爱育人”是新宁县
藕塘小学老师徐菲走上讲台时，郑重
写下的承诺。20 多年来，她把自己的
青春芳华奉献给教育事业，用赤子之
心书写着教育诗篇。
用心浇灌留守儿童
1999 年 7 月，徐菲从邵阳师范毕
业，进入白沙镇西冲中学教学，成为
了一群山区孩子的班主任。
“徐妈妈”
是孩子们对徐菲的专属
称呼，
在这群山区留守孩子的心里，
温
柔细心的徐老师就是他们的妈妈。
2000 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徐菲发
现班上少了一个名叫小贾的孩子，她
马上打听这名学生的住址。爬过曲
折山路后，她看到了这个家境贫穷、
父母离异的孩子的家。看到满腿泥

高考，罗文涛考上北京一所名校，去年又
考上了研究生。
从教以来，尽管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但周春凤省吃俭用，资助了多位贫困学
生顺利考上大学。不仅如此，她还通过
同学、朋友、任课老师等筹款资助学生，
担任班主任以来，她的班上从来没有一
个学生因贫困而退学。
周春凤就这样在教育战线上一直
辛 苦 耕 耘 ，用 满 腔 热 情 收 获 了 学 生 的
爱戴，家长的认可，以及领导和同事的
称赞。她先后获得隆回县“优秀教师”
“师德标兵”
“ 骨干教师”
“ 优秀班主任”
等荣誉。

让学生在磨砺中成长的﹃金牌教练﹄

以心换心 用爱育人

正在辅导学生的周春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