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科教新报

湖南省首届

中职班主任

特刊

2021 年 4 月 28 日 星期三
编辑：
编辑
：
彭静 版式：
版式：
曾善美 校对
校对：
：
付康松
电话：
电话
：
07310731
-84326428
E-mail:kjxb001
E-mail:kjxb
001@
@126
126.c
.com
om

最美中职班主任

邓玉芳：用“严”和“爱”点亮孩子们的前路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彭华 曾益兰
【名片】邓玉芳，女，汉族，中共党员，高级讲师。1971 年 11 月生，双峰县职业
中专学校教师。从教 23 年，担任班主任 23 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点亮学生们
的前路。曾获
“全国模范教师”
等称号。
“邓老师，我错了。”2020 年 11 月 12
日，站在班主任邓玉芳面前，上一秒还情
绪激动，谁劝也不听的李杰，低声为自己
在课堂上顶撞任课老师的行为认错。邓
玉芳抬手轻抚着李杰的头，不用再多说
什么。23 年中职班主任，她太懂这些敏
感的少年。
在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以下简称
“双峰职中”
）任教 23 年，邓玉芳让 32 户
原本因子女不听话而濒临破裂的家庭重
归于好，28 个因父母离异险入歧途的孩
子走上正途，14 个家庭贫困读不起书的
孩子回到课堂完成学业……
邓玉芳给每届学生上会计专业课
时，会时刻叮嘱一条必须画的线，它出现
在记账凭证上的未登记处时，就不允许
再添加任何数据。如果不画，被人篡改
凭证，将会对所在单位的账目造成极大
的影响。
“这条线也是我为学生在法纪法规
前画出的线，他们还小，做老师的必须把
好这一关。”邓玉芳相信，来双峰职中的

最美中职班主任提名奖

学生尽管飞得慢，但只要方法对了，人人
都能冲上云霄。
从双峰县石牛镇来的张丹便是这样
一只“小小鸟”。2009 年，中考成绩不尽
如人意的她瞒着父母填报了双峰职中的
财会专业，成为邓玉芳班上的学生。入
学前的专业培训中，邓玉芳发现，尽管她
一再强调“台面上点钞”，但张丹却一直
把双手放在桌子底下进行点钞练习，她
没有批评，课后交谈才知，孩子的右手大
拇指畸形外翻，
自卑怕人看见。
“你这只大拇指就是为点钞而生
的。”邓玉芳的话，让张丹眼中有了光。
但由于文化课落后太多，张丹解一元一
次方程解了 6 遍都没解出正确答案，张
丹再次想放弃。邓玉芳鼓励她“你就是
学专业技能的料”，又让她搬入自己的班
主任宿舍，
安心学习。
期望和爱创造了奇迹。2012 年，张
丹参加湖南省中职会计技能比赛获全省
一等奖，还作为代表参加全国技能比赛，
获得三等奖。她也因此获得两万元奖

金，免试进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学习。
邓玉芳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23 年
的班主任生涯中，她不允许那些成绩落
后的学生自暴自弃。
“ 成绩不好没关系，
但身心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对自己充满
信心。”自来校起，她便安家在了校内，为
的就是离学生近一些，
“推门即到”。
近一些，学生更有安全感。为让班
里的孩子们能错峰去食堂吃早饭，她将
早读课提早五分钟下课；学校饮水系统
出现故障，她骑着摩托车就往校外跑，晚
上顶着凛冽寒风将 8 桶饮用水抬到学生
宿舍；亲朋好友为她庆贺生日，她却带着
意外撞破眉骨的学生去了医院，直至凌
晨 3 点才回家。
慈母手中线，缝合了几多农村留守
儿童久难愈合的心。2010 年，高一财（8）

班的刘敏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债台高筑，
母亲让其辍学回家。去宿舍查寝时，绝
望的刘敏哭着扑进了邓玉芳怀里。
“你现在回家，没技术也没毕业证，
找不到好的工作，怎么帮妈妈分担呢？”
自此到刘敏毕业，邓玉芳都负担着孩子
的生活费，并让她住进自己的宿舍以省
去住宿费用。
后来，刘敏考入长沙商贸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后来又顺利通过专升本考试
进入长沙学院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
她用领到的第一份薪金给邓玉芳买了件
新衣。
23 年坚守源于爱，邓玉芳已任过 21
个班级的班主任。年将半百的她，淡然
看待荣誉，她愿燃尽自己，让每一个学生
熠熠生辉。

任岳：
辛勤护园的好
“园丁”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名片】任岳，男，汉族，1983 年生，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教师。从教 15 年，担任班主任 15 年。舍弃大城市，坚守
母校，
将菜农浇园、
护园的
“走园步”
日常，
运用到班级管理中，
培养出了肥沃茁壮的“菜园”。

汨罗职中护出了肥沃茁壮的
“菜园”。
勤是因为爱。这些学生也是任岳的
校友。1998 年至 2001 年，任岳在汨罗职
中应用电子专业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那
时，学校地处农村，外界诱惑少，我们都
很听老师的话，一心苦读，希望奔向更广
阔的天地。”2005 年，任岳从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看到了汨
罗职中的招聘公告，舍弃大城市，回到了
梦开始的地方。
刚到，任岳就被学校任命为高一机
电 1 班的班主任。但他发现，
班里的学生
已经不是像自己学生时代一样的乖孩子
了。班里清一色全是男孩，个个人高马
2020 年 11 月 5 日中午 1 点，汨罗市 大，一不留神就犯事。其中最令他头疼
职业中专学校(以下简称“汨罗职中”
)的 的是胡涛(化名)，打架、迟到、厌学样样占
学生大都已放月假回家。学校电子专业 尽，公然挑衅任岳，扬言职中三年绝不接
教师办公室里，只有班主任任岳一人，学 受任何管教。
生何宇(化名)跟在妈妈身后朝他走来，
苦恼茫然充斥着任岳的教师初体
“再不戒掉玩手机，高中三年又荒废了。” 验，那时临到半夜他仍无心睡眠，质疑自
何宇是个好苗子，但自制力差，初中就因 己，像胡涛这样叛逆乖张的学生，自己能
贪玩荒废了学业，
妈妈恨铁不成钢。
用三年时间改变他吗?
两个小时的午间交谈后，孩子在任
“最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放弃。”任岳
岳和母亲面前保证，在校期间上交手机， 明白，要想管好这群来自农村，父母大多
一心扎进学习里。
“一个班就是一个菜园 在外打工的孩子，工作方法很重要。在
子，如果不勤跑勤看，等菜苗倒伏再去挽 不断学习充电和请教有经验教师之后，
救，就来不及了。”学生工作没有假期，当 任岳将菜农浇园、护园的“走园步”日常，
了 15 年班主任的任岳用一个“勤”字，为 运用到了班级管理中。

“这群学生就是我种下的一园子菜，
要想他们长得好，我必须随时到班，关注
班里的一举一动，了解每位学生的性情、
家庭情况、学习能力以及困惑，只要班主
任勤快，班级定会‘长势喜人’。”任岳将
其称之为
“走班步”，
勤走定能出成绩。
自此，机电 1 班到办公室间的这段
距离，任岳每天都要走上数十趟，点滴关
注汇成的爱日夜浸润着班里的“小野马”
们，在他的教导下，机电 1 班在高二时成
了守纪上进的优秀班级，而胡涛也被师
恩感化，在全校乒乓球比赛中斩获头名，
展现了极高的运动天赋。
从教 15 年，当班主任 15 年，任岳始
终坚信，只要“班步”走得勤，再难管的班
级也会解冻迎春。
2015 年，任岳经常听到老师对数控
1 班的吐槽：
“不交手机，公然抵抗老师，
无法无天，扶不起……”
“ 那我来当他们
的班主任吧。”并非挑战自我，任岳只是
不想这 47 个孩子带着浑身戾气，从汨罗
职中步入社会。高二下学期接手班级，
任岳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与全班学生一对
一面聊，还通过班主任信箱、宿管留言、
家校互联等渠道多方面了解学生的学习
生活情况；为督促学生按时到班离班，他
把家搬到了校内，与班里学生一同吃住，
就像班里的第 48 个学生。

3 个月后，再也没人敢破坏班纪班
风，数控 1 班的口碑逆势上扬，最终在期
末获得了班级目标管理评价第二名。得
知排名后，任岳再次为全班学生鼓劲：
“你们是全校最努力最优秀的班级，没有
什么能击倒数控 1 班。
”
任岳的“走班步”，甚至改变了无数
家庭的命运。
2016 年，从湘阴一中转学而来的黄
淮(化名)网瘾十分严重，到班第一天，任
岳就与他谈了 3 个小时，告诉他，学校无
法上网，
并和他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规划。
黄淮有了努力的方向，沉下心来搞
学习，而网瘾也早在三点一线的寄宿生
活中消失无踪。高考 665 分，考入湖南
师范大学！曾经的网瘾少年扭转了自己
的人生，
成了家里的希望。
因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致贫，被迫退
学的宋新浩(化名)，则在任岳的劝说下，
又回到班里，
“你放心学习，
生活费全由我
来出。”三年的定向资助以及勤工俭学岗
位的申请，让这个励志少年获得了技能
大赛光机电一体化项目湖南省二等奖。
“你的用心，学生总会感受到。”15
年来，任岳所教班级两届获岳阳市“先进
班集体”称号，个人也多次被评为汨罗市
“优秀班主任”，“护园人”和他的“菜园
子”
都收获了甘甜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