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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中职班主任

魏华：给予孩子百分百的爱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名片】魏华，男，1973 年 5 月生，民盟盟员，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从教 23
年，担任班主任 20 年。他幽默和善，用百分百的爱陪伴学生。为给学生更多，他不断拓宽知
识领域。曾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魏老师好！”
“ 魏才子好！”2020 年
11 月 9 日，在距离零陵古城不远的永州
市工商职业中专学校，师生们纷纷和刚
刚下课的魏华打招呼。
“ 课上得好、人很
幽默又和善、文章写得超级棒”……魏华
是校园里的“网红老师”，
几乎无人不识。
担任班主任 20 年，魏华送走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每当听到有人给中职生贴
上各种不太好的标签，魏华就会立刻反
驳。在他眼里，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
点，有些潜藏得比较深，需要老师用心去
挖掘。
“ 当我能喊出学生的名字，他们会
有受到特别重视的感觉，也会更愿意和
我亲近。”魏华说，他成为班主任后的第
一个目标就是：只要是自己带的新班级，
三天之内，
必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祝叶(化名)是一名女学生，沉默寡
言，通过观察，魏华发现她上课走神，抽
查问题基本不会，作业基本不能按时完
成。于是，魏华每周都抽时间和祝叶谈
心，既解答课业问题，也倾听生活困惑，

最美中职班主任提名奖

整整一个学期从未间断。这份关爱，让
祝叶特别感动。她告诉魏华，自己从来
都被归类为“差生”，来校时几乎对学习
没有任何信心。
“ 要不是您领着我好好
学，时时给我加油鼓劲，我想我会一差到
底。”备受鼓舞的祝叶最终考上了衡阳师
范学院。
另一名男生小勇（化名），学习成绩
相当差，态度消极，不断向魏华提出退学
申请。不过，这个自认为“一无是处”的
孩子，却被魏老师发现有着极强的动手
能力。于是，魏华和专业课老师对他实
行联手指导，最终，他在全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
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在采访中，
魏华总是用“孩子”来称呼学生，浓浓的
父爱之情溢于言表，他觉得教学上的“方
法论”并非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
中职生的教育而言，唯有一条是可以复
制推广的：那就是给予孩子百分百的爱。

当然，除了爱，他觉得中职生还
需要陪伴。
“大部分单亲家庭的孩子、
性格孤僻的孩子或者是贫困家庭的
孩子，都缺少陪伴。”于是，魏华坚持每天
早晨 6 时到班，寒来暑往地陪着学生一
起晨练、上早自习，20 年从不间断。除
了正常的上课、值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
要到班上督查学习情况，还利用周末走
访学生家庭，掌握孩子们更多成长中遇
到的困难。
学生唐旺(化名)来自单亲家庭，和
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因负担不起学校的住
宿费，每天只得学校、家“两点一线”奔
波，学习状态也很差。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魏华便邀请唐旺一起住在学校教师
宿舍，
“房间不大，容不下两张床，我们两
个人就一人床头一人床尾，那段时光到
现在还是记忆犹新。”魏华说。也正是得
益于老师的陪伴，唐旺最终顺利考上四
川一所大学。
都说“教学相长”，魏华认为，
“ 要给

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只有
自己不断拓宽知识领域，才能引领学生
学得更多。他白天教书，晚上就“宅”在
房间“刷题”，在课堂上不断启发学生思
考。
“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久而久
之 ，孩 子 们 也 都 被 我 带 到 图 书 馆 看 书
了。”很多没有读普高的中职生起初都以
为大学遥不可及，但在魏华所任教的永
州市工商职中，本科上线人数、升学率连
续七年居永州市同类学校首位，越来越
多的中职生在职教的舞台上，活出了自
己的精彩。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项殊荣，魏华十
分淡定。
“ 教育是没有终点的接力赛，而
我只是其中的一名运动员，必须一棒接
一棒地跑好一程又一程。”作为一名跑了
20 多年的“资深运动员”，魏华笑称，
“还
远没有到退役的时候”。

曹文生：不抛弃、不放弃、不嫌弃
科教新报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刘爱成 谢小光

【名片】曹文生，男，1967 年生，民进会员，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从教 32 年，担任
班主任 31 年。他对学生倾心尽力，不放弃一个学生，被学生称为“曹爸爸”。曾获评湖南省优秀
教师。
识、人格魅力影响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
每次带新班，曹文生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
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相信自己又会遇上一批
可爱而优秀的学生。总
是激励自己：每个学生都
是好学生；都是可以变好
中 等 个 子 ，胖 胖 身 材 ，笑 容 憨 厚 。 的学生；有些是暂时没想通，迟早会变好
2020 年 11 月 9 日，当记者在衡阳幼儿师 的学生。
范高等专科学校见到曹文生时，一身灰
每位新生踏入校园之前，曹文生就
色西装的他正手舞足蹈地给学生们讲 从档案开始了解，因此对每一个学生的
课。
学习、性格、爱好特长了如指掌。每届毕
在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 业生的毕业鉴定，曹文生都有独特评价，
楼，
“来有温度学校，遇有情怀老师，做有 有敦敦教诲，有殷殷期望。他把鉴定都
理想青年”的横幅引人瞩目，这是曹文生 拍照发给了每一个学生，在毕业晚会上
设计的宣传语，其中的“遇有情怀老师” 还随机抽取、宣读几份。
正是他的追求与写照。
从教以来，曹文生共 48 次评为优秀
1989 年夏，曹文生从北京师范大学 班主任，还多次对新班主任进行岗前集
毕业进入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辅导，多次担任实习班主任的师傅，引
从此与幼儿师范结下不解之缘。他第二 领年轻班主任的成长，进而影响全校班
年开始担任班主任，以仁爱之心、扎实学 主任队伍。

曹文生以前的学生，现衡阳自然树
幼儿园园长谭蓉芳告诉记者，在学校，曹
文生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外号，
“曹爸爸”。
“ 曹 爸 爸 ”的 称 呼 缘 起 于 2004 年 。
彼时，曹文生任教的学生颜丽前往南岳
应聘学生管理岗位，颜丽担心怯场，于是
曹文生以父亲的名义陪伴身边，给她鼓
劲安慰，返校后，颜丽挽着曹文生的手，
当着所有的同学面，甜甜地喊“曹爸爸”，
于是，学生们在称呼“曹老师”外，还亲切
地称他为
“曹爸爸”。
从担任班主任的第一天起，曹文生
就积极充当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进校第
一天，他就给全班学生制定了三级发展
目标：短期目标是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
境，争取期末考试优秀。中期目标是毕
业时考到自考大专文凭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证。长期目标是考取正式教师编制，
成为有编制的教师。
为了这三个目标的实现，曹文生付
出了大量心血。严抓上课质量，每天随
机去班上听课；管好手机，学生上课、早
晚自习不能用手机；认真教育违纪学生

……
“要对每个孩子负责”，曹文生对每
个学生视如己出，他坚持“不抛弃、不放
弃、不嫌弃”的育人理念，对每一个学生
都倾注了大量的爱心。
2018 年一个周末的晚上，班上学生
刘谋（化名）因父亲过世，在家里痛哭，情
绪极不稳定。曹文生得知后，联系上刘
谋的同桌、好友、家长、老师，以及寝室
长、班长，几条线同时安慰开解他，聊到
凌晨，直至刘谋的情绪稳定下来。第二
天清晨，听到学生平安无事的消息，
“曹
爸爸”
才放下心来。
学生们也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曹爸
爸”的付出。曹文生任教的班级，幼儿园
教师资格证通过率经常是全校第一名。
其中，他所带的 1610 班每学期都是校先
进班集体，是衡阳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湖南省
“先进班集体”。
2019 年，曹文生又接过 1921 班班主
任的担子，到 2020 年底，教室后墙贴了
15 张奖状。而中间空着的一块，曹文生
和全班学生正力争贴上一张——
“全国
先进班集体”
的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