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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中职班主任

杨鸿平：
杨鸿平
：
每一个学生都是珍宝
湖南日报记者
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 杨鸿平
杨鸿平，
，女，1979 年 8 月生
月生，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从教 18 年，担任班主任 12 年。她倾心教授学生技能
教师。
她倾心教授学生技能，
，锤炼他们的意
志，
让他们长出翅膀，
让他们长出翅膀
，
飞向广阔的人生舞台。
飞向广阔的人生舞台
。曾获评常德市优秀班主任
曾获评常德市优秀班主任。
。

2020 年 11 月 5 日晚 8 点，常德财经
中等专业学校的计算机专业技能训练
室，只听见噼噼啪啪的键盘声，杨鸿平正
陪着一群孩子紧张地备战技能竞赛，不
时地指点着他们。
18 年来，这样的夜晚不知凡几。
“我
与杨鸿平共事多年，每天她都早早地来，
很晚才回去，晚上 10 点钟下班都算早
了。
”信息技术系同事熊英说。
为何对技能竞赛倾注如此多精力？
“因为对中职学生来说，掌握好一项技能
是能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最好法宝，这
对他们很重要。
”
杨鸿平说。
学生宋林是她的“超级宝宝”，虽天
资聪慧，但不爱学习，也没有目标。看着
她沉迷玩乐，浑浑噩噩，杨鸿平很着急。
彼时她正在组织学生备战数字影音后期
制作赛项的技能比赛，于是便动员宋林
参赛。
备赛的日子是辛苦的，需要千万次
的重复练习，挫折和畏难让宋林数次打
起了退堂鼓，每一次，杨鸿平都站在宋林
身边，鼓励她，陪她攻克技术难关。冲刺

最美中职班主任提名奖

的那一个多月，杨鸿平抛下家中的一切，
与她同吃同住在学校，宋林技能水平飞
跃，自信心大增，终于在 2013 年代表湖
南省参加国赛，取得了国家三等奖的好
成绩，填补了湖南省此赛项未获得国赛
奖项的空白。
学生李明宏刚入校时还是个“四处
惹祸”的问题学生，杨鸿平没有一味地批
评，反而经常抓住他的闪光点夸他，李明
宏的学习劲头也被夸出来，并两次获得
虚拟现实赛项的省级二等奖。
学生赵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成绩
不好的她来到学校后很自卑，在杨鸿平
的鼓励下，参加电子商务技能竞赛，发誓
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家境贫困的翦佳喜胆小内向，杨鸿
平让其担任班干部，他逐渐变得开朗自
信，如今也加入技能竞赛的队伍，更确立
了考大学继续深造的目标……
在影视后期制作、动画片制作等 7
项技能竞赛中，杨鸿平所教的学生获国
家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20 多人次
通过技能竞赛免试升入高等学校。这样

的“技能宝宝”都是杨鸿平的骄傲，那些
没有参加技能竞赛的学生，她也同样放
在心里宝贝着。
中职学生因各种原因，流失率一直
居高不下。杨鸿平通过家访、家校联系、
个别教育，班级巩固率长年达 100%。教
育转化各类问题学生近 500 人次，写的
德育工作笔记多达 15 本。
计算机应用 121 班的学生覃湘军一
年级时，因为家里太穷，他父亲执意不让
孩子继续上学。杨鸿平知道后，
乘车 120
多公里，前往石门县雁池乡覃湘军家劝
学，
苦口婆心劝说无果，
杨鸿平失眠了。
第二天天一亮，杨鸿平又来到覃湘
军家。
“ 现在让覃湘军辍学打工，他很可
能还是重复你的老路，让他读书学好技
能，才有希望摆脱贫困啊。”杨鸿平又承
诺通过国家助学政策、学校资助、勤工俭

学等方式解决覃湘军的求学费用，这一
次，覃湘军的父亲终于点了头。在杨鸿
平的悉心培育下，覃湘军以优异的专业
成绩毕业，并顺利就业，如今月收入早已
过万，彻底改变了家庭贫困的命运。覃
湘军还先后介绍了 20 多个亲友的孩子
来学校就读。
杨鸿平的学生多为留守孩子，大部
分学生住校寄宿，杨鸿平经常充当妈妈
的角色。
“ 杨老师每天都来宿舍看我们，
还教我们洗衣服、打扫卫生。”
“杨老师经
常给我们送鸡鸭鱼肉，她做的排骨特别
好吃。”
“杨老师还给我们煮饺子、下面条
呢。”
“有一次我不小心摔伤了腿，杨老师
开着车把我送到医院，还跑上跑下陪我
看病，
有她在，
我特别安心。
”
……
孩子们的言语中，杨鸿平就是他们
的依靠，
如一泓清泉滋润着他们的心田。

刘红梅：
刘红梅
：为学生
“量体裁衣
量体裁衣”
”
的筑梦师
的筑梦
师
科教新报记者 谢扬烁

【名片】 刘红梅
刘红梅，
，女，1973 年生
年生，
，衡阳市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衡阳市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从教 25 年，担任班主任
25 年，她专业精湛
她专业精湛，
，殚精竭虑培养服装专业学生竞赛能力
殚精竭虑培养服装专业学生竞赛能力，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省、市技能比赛
市技能比赛，
，获
奖 80 人次
人次。
。

2020 年 11 月 6 日早上 7 点，衡阳市
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刘红梅提着
早饭飞奔向学校的实训室。
“还有一个小
时学生就到了，
先去做点准备。
”
走进实训室，草草吃过早饭的刘红
梅把人物模特、服装设计图纸从储物柜
中拿出，并把裁衣机打开预热。一边收
拾，一边嘴里不停念叨着：
“ 今天要给他
们上版式设计，再花点时间熟悉一下昨
天做的模板……”
对刘红梅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持
续了 25 年。从教 25 年，做了 25 年班主
任，可教过的学生对她评价却不一，有学
生 说 她 是“ 慈 母 ”，用 心 指 导 每 一 位 学
生。也有学生称她为“严师”，实训中一
个小小的失误便会被骂。
矛盾的评价背后，彰显的是刘红梅
对教书育人的坚持与担当。

1996 年 参 加 工 作 的
刘红梅，见证了中职教育
20 多年来的发展。
“ 学生
不自信，家长不认可。”刘
红梅这样概括当时中职
教育的窘境。在刘红梅
的口中，记者了解到，当
时的学生，不爱学习是常态，性质恶劣的
更会逃课外出，有些学生甚至上了一学
期课，
连班主任都不认识。
为了改变学生的认识，刚任班主任
那几年，刘红梅苦口婆心，绞尽脑汁组织
班级活动，拉近学生之间的感情，但却收
效甚微，她意识到，中职学生正处于从稚
嫩走向成熟的关键过程，要想让他们走
上正轨，必须找到一件让学生们普遍认
同的事情。
“竞争能挖掘学生内在的潜力，而在
比赛中获奖更能让学生们有集体荣誉
感。”刘红梅想到了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从此，除了班主任，刘
红梅还兼任了另一个职务：学校服装专
业竞赛的培训老师。经过几年的训练磨
合，2003 年，刘红梅带着学生首次参加比
赛，竟创造了学校服装专业首次闯入全

国大赛的优秀成绩。
当刘红梅与参赛学生抱着荣誉回校
时，
立刻受到了全班学生的热烈欢呼。
“当时全班都沸腾了。”曾在 2003 年
随刘红梅参加比赛的学生邓菊惠说，她
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场景。以往内向的
她，被同学们紧紧围绕在一团，在同学们
钦佩羡慕的眼光中，
她收获了自信。
比赛的成功，更加坚定了刘红梅利
用竞赛改变学生的想法。可要想在全国
大赛中斩获名次，必须苦练、加倍学习，
看见有学生偷懒，性急的刘红梅会严厉
指责，自己也急得吃不下饭，但连续几年
却无进展，
刘红梅开始反思自己的方式。
“其实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
能在竞赛的过程中学到什么。”回忆起那
段日子，刘红梅坦言，太过注重成绩实际
上改变了号召学生参加竞赛的初心。在
一番权衡后，
她决心改变自己。
刘红梅以前的学生，衡阳职业技术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曾媚姣深切的感受到
刘红梅的变化。2008 年，被选拔参加比
赛的曾媚姣父亲突发疾病，家中一下断
了经济收入，突如其来的事故打乱了曾
媚姣的心绪。

“是刘老师的关怀陪我度过那段日
子。”曾媚姣告诉记者，在了解到自己家
中的变故后，刘红梅主动到曾媚姣宿舍
安慰她，并联系学校，给予曾媚姣生活补
贴，让曾媚姣能潜心备战竞赛，当年获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二等奖，
多年后的今日，毕业后的曾媚姣回
到了以往的母校任教。
“刘老师改变了我
的一生，这也是我回校任教最重要的原
因。
”
校长张淑芝告诉记者，在刘红梅的
带领下，学校的服装专业已经成了一块
有名的“金字招牌”。
“ 因为刘老师这 20
多年的耕耘，如今在外，只要说自己毕业
于学校的服装专业，都知道是刘老师的
学生。
”
张淑芝告诉记者。
2016 年，刘红梅指导的学生董青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实现了衡阳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一等
奖项“0”的突破，面对荣誉，刘红梅却显
得很淡然。
“这是学生与团队的成果，不是我一
个人的功劳。”刘红梅说，学生的成长远
比荣誉重要。她能做的，便是为学生提
供最大的支持，
助他们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