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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中职班主任

郭华林：
郭华林
：喜欢写信的“郭爸爸
郭爸爸”
”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名片】郭华林，男，1968 年 2 月生，慈利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从教
31 年，担任班主任 12 年。他用一封封书信，打开学生们的心扉，严厉又慈爱，
帮助学生自爱自信自强。曾获评湖南省优秀班主任。
“左右左，左右左，信心百倍，斗志昂
扬……”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慈利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操场，66 个班级 3000 余
人身着校服正在课间跑操。红青两色的
身影犹如条条绸带，整齐且壮观。计算
机 116 班的班主任郭华林跑在学生侧
边，
步伐矫健，
神情严肃。
“班主任凶吗？”跑操结束后，记者拦
住学生们。七八张笑脸都摇头。一个名
叫熊潘的学生为老师辩解：
“他看上去很
凶，
但其实很温柔，
我们都叫他
‘郭爸爸’
！
”
郭华林能当上“爸爸”，是因为年复
一年的爱的坚守。
1990 年夏，从长沙农校水产专业毕
业的郭华林，满腔热情地进入慈利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郭华林很快发现，中
职学生大多是留守少年，长期缺乏父母
陪伴，
不善表达，
性格也叛逆。
“要帮助他们，必须要走进他们的内
心。”在长达数夜的思考后，郭华林决定
用书信和学生交流，并承诺保守书信里
的内容。于是，从 1990 年开始，
“书信教
学法”成为郭华林与每一届学生的见面
礼与“必修课”。
信里写啥呢？家庭情况、性格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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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理想，任何想对老师说的都可以写
上，郭华林承诺会回复每一封来信。一
来一往的书信，郭华林坚持了 31 年，收
到了 500 余封信，也回写了 500 余封，从
未落下一个学生。
“讲心里的委屈，说我的梦想。”提及
写给郭华林的第一封信，熊潘腼腆地笑
了。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孩，心里一
直藏着要考湖南师大的梦想，但被同学
说是“痴人做梦”，
为此她还哭过几回。
“是郭老师让我重拾了自信。”熊潘
说，郭老师在信里把她的优点一条条地
摆出来，并按月列出学习计划和目标，还
严格监督执行。渐渐地，熊潘找回了自
信，
还成了班上的学习标兵。
有了书信交流，郭华林和学生们的
心近了。1998 年，
郭华林当上了父亲，
有
学生开始叫他“郭爸爸”。2008 年，为人
父 10 载的郭华林更是把一颗心袒露给
学生们，
“在学校，我首先是你们的父亲，
其次才是老师。”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
生喊他“郭爸爸”。
小海是郭华林上一届的学生，聪明
伶俐，但性格倔强，经常敌视女同学。通
过书信交流后，郭华林才解开谜团。原

来，小海从
未见过父
亲 ，却 跟 随 母
亲 3 次 改 嫁 ，心 里 对
母亲充满恨，想通过
故意打架等行为来报复母亲。
郭华林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个孩子。
在这场“持久战”里，为了改变小海对母
亲的敌意，郭华林在班上定了一个“每个
周末打电话问候父母”的规矩，若未完
成，会受“惩罚”。同时，郭华林还和小海
的妈妈演起了“双簧”。若小海犯错，郭
华林会要求其母亲将其领回家思过，需
母亲再三“求情”，才准许小海回校。几
次后，聪明的小海识破了老师的苦心，慢
慢和母亲的关系亲近了。心中有了爱，
小海爱学习了，
成绩也越来越好。
2014 年下学期，郭华林担任学校“民
进·同心 2 班”班主任。凭借书信交流，
郭华林摸清了班上家境最贫困的 22 名
学生情况，在开学第一个月，驱车数百公
里对所有家庭完成家访。
在他的帮助下，爱心人士每年对小
唐进行 2000 元的长期资助；学校为小邹
母亲筹集了 2 万余元医疗费；小吴终于

有了孤儿证，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各项优惠政策……
“8 人考上本科院校，14 人被推荐就
业，2 人应征入伍……”忆起这一届贫寒
学子，郭华林非常自豪。他说，这得感谢
学生能在信里袒露心声，感谢学生对他
的信任。
回首这过去 31 年里，郭华林的“书
信教学法”惠及无数学子。如今，在他的
办公抽屉里，依然保存着那些书信，而郭
华林独特的“书信教学法”，也得到了学
校的认可和推广。
“这个方法超厉害，解决了我不少难
题。
”
商务2班的90后班主任邓淑媛告诉记
者，
在学校班主任培训会上，
郭华林分享的
“书信教学法”
得到很多老师的
“效仿”
。
“带班有方，治班有道。”学校党支部
书记陈家辉赞扬郭华林不仅是学生的好
老师、好爸爸，也是老师的好榜样，学校
的模范担当。

钟敏为：让学生看到奋斗的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钟敏为，女，1981 年 10 月生，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从教 16 年，担任班主任 13
年。每周一次的班会课，她把信念根植于学生心中，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并倾情培养。曾获评常
德市优秀教师。

2020 年 11 月 6 日中午，钟敏为正抽
出午休时间给琚冰补习功课，为她圆大
学梦助一臂之力。
“中考时没考进重点高中，我当时有
点心灰意冷了。”琚冰说，当时她的邻居
姐姐以亲身经历鼓励她，读职业中专也
能上大学，她于是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选择了这所职业中专。
“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钟老师。”
琚冰一入学就加入了钟敏为指导的技能
竞 赛 队 伍 ，备 战 旅 游 饭 店 服 务 技 能 大
赛。技能的训练是枯燥而又严苛的，为
了快速而又精致地铺好一张床、精准地
摆放好一个餐盘，往往需要重复上千次
的艰苦练习。
“很难，有时候一周也练不好一个动
作，好多次我都想要放弃了。”琚冰说，但
每一次钟敏为都来陪伴她、鼓励她，告诉

她只有量的积累，才能获
得质的飞跃。她最终坚
持了下来，并获得了 2018
年省赛二等奖，2019 年又
获得中职国家奖学金。
“不同于普通中学，对于职业学校的
学生们来说，扎实的实操技能是今后安
身立命的根本。”钟敏为说，但技能训练
很辛苦，不激发学生的内生动能，连坚持
都很难，
取得好的成绩就更难。
每周一次的班会课成了钟敏为的法
宝之一。
“好的班会课有两个特点，
一是主
题好，二是时间对。”从钟敏为的工作本
上，记者看到在高一年级，她依次设定了
“立规矩、
养习惯”
“定目标、
有梦想”
“讲时
效、
树信心”
等主题。从高一到高三，
每个
阶段都有相应的班会课主题，这些主题
系统独立，
又环环相扣、
逐层递进。
在“讲时效、树信心/相信奋斗的力
量”主题班会课上，钟敏为先给学生看几
段成功人士的励志视频，再把“逆袭”考
上大学的毕业生们请到教室来现身说
法，接着通过自己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说

激发学生，最后跟学生约定按照要求去
尝试一个月后看看奋斗的力量。
“太神奇了！我以前学习成绩很不
好，本打算混完中专的，听了钟老师的话
我觉得自己还有救，所以就按照老师的
要求去学习，没想到以前每次数学考试
都只有 30 分左右的我，一个月后竟然及
格了。”赖静告诉记者，这次尝试让她重
拾信心、刻苦学习，成功通过高考迈入了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校门。
这不是个例。旅游 21 班的李艳华、
旅游 37 班的佘洋、旅游 49 班的钟靖、周
雨蓉等一些学生，经过第一次班会课的
感召激发出斗志，她们的数学在初中都
从未及过格，但在第一次月考中都破天
荒地考出了 90 分以上的好成绩。10 多
年来，她所带的班级本科上线率届届居
常德市第一。
除了集体教育，钟敏为也很重视因
材施教。每次接手新班级任班主任，钟
敏为就会在一周时间内，通过家访、谈
话、观察、听取科任老师的意见等各种方
式，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学生，并将

信息认真地记载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上。
在摸排学生的基本情况时，钟敏为
痛心地发现，不少学生性格冷漠孤僻、消
极自卑、成绩很差，他们或因青春叛逆，
或因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
“因为
缺乏爱，所以他们内心也少爱。给予温
暖和爱，是打开他们心门的最好钥匙。”
钟敏为说。
学生向运勇，家境非常贫困，妈妈带
着他改嫁，之后妈妈长期在外打工，继父
又对他不闻不问。刚来学校时，他是个
抽烟、喝酒、打架的“问题学生”，但钟敏
为从没放弃他，每次都耐心教导他，送好
吃的，
他生病了还带他看医生买药。
钟敏为还发现他喜欢画画，便将出
黑板报的任务交给他，每次都夸他画得
好，鼓励他考上大学进一步深造。
“ 我真
的可以吗？”向运勇很是迟疑。
“ 当然可
以，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迟，你也不会
后悔。”在钟敏为的鼓励和帮助下，成绩
垫底的向运勇目前已是班上的前几名，
正朝着大学梦奋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