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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河畔清风拂

本报记者 肖小月 潘高伟 通讯员 江国忠 曾川

龙盘九曲绕青山，无限风光纵眼看。

76 年前，文学大师沈从文在著作《长

河》中这样描写到：“秋成熟一切。大河边触

目所见，净是一年来阳光雨露之力，影响到

万汇百物时用各种式样形成的象征。 到处

是鲜艳与饱满……” 文中提到的大河即是

麻阳县锦江河。 郭公坪中学就坐落在锦江

河畔、海拔 451米的青山之巅。这所有着 42

年办学历史的边远山区学校，在 2010 年的

秋天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两栋现代风格

的大楼拔地而起； 崭新的草皮运动场给孩

子带来无尽快乐； 校园绿化带郁郁葱葱引

来小鸟歌唱……师生们说， 这就是他们心

中最美丽的学校。 再过 20 多天，他们就可

以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

36 岁的副校长刘绍兴说———

最幸福：感觉如梦

刘绍兴是郭公坪中学变迁最有

力的见证者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

末， 他在此读了 3 年初中，1997 年

从怀化学院毕业后，回到母校教书

至今。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没

有楼房和运动场，校园里全部是土

质地面，教室、宿舍及食堂是上世

纪 60 年代修建的平房。 所有的窗

户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 临时

用木板或者塑料布遮风挡雨。“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当时真实写照。

用木板搭起的大通铺住着 20 多人， 冬天

山顶尤其寒冷，为了取暖，学生们睡觉时靠

得很紧， 只要一个人得了皮肤病或生了虱

子，全部都会传染上。

这个朴实的汉子说， 这些可喜的变化

是启动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 是县领导

和教育主管部门向农村教育洼地倾斜的成

果。 今年全县投入合格学校建设资金 750

万，其中有 280 万用于他们学校。 现在，运

动场已经竣工使用； 学校大门和保坎工程

本月中旬完工； 两栋新大楼进入室内装修

阶段，月底投入使用；校园绿化带也在收尾

阶段。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是他们那个年

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如今在这一代山区

孩子身上得以实现，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25 岁的老师杨尧说———

最高兴：告别水荒

语文兼音乐老师杨尧从贵州师范大学

毕业后， 曾经在深圳的一家贵族学校工作

过。 去年初，她放弃丰厚待遇，毅然回到家

乡， 在郭公坪中学做一名特岗老师。 她认

为， 在外面虽然待遇不错， 但没有家的感

觉。回来一年多的杨老师，并不认同自己由

繁华闹市回到山区会有落差： 作为农村孩

子， 回到家乡， 每天和山区孩子生活在一

起， 找到那份久

违的纯朴童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回来后，杨老师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

每天要自己提水做饭、洗澡，这对身体羸弱

的她是个难题。 水井离杨老师宿舍有 200

米左右，别人提一桶，她只能提半桶，中途

还要歇几次。 学校男老师看到后，每次都主

动帮忙。她戏称，学校所有的男老师都帮她

提过水，包括校长。 别人帮忙多了，她反倒

不好意思。 吃饭还好解决，可以去外面吃。

夏天洗澡就成了大问题， 正值爱美年龄的

她，很是无奈。

今年，学校在合格学校建设中，秋季开

学前就解决了全校的饮水和用水问题，教

学楼和宿舍楼全部引水入户， 杨老师再也

不会为用水发愁， 师生们也终于告别了 42

年的水荒，用上了洁净的山泉水。

13 岁的学生舒策说———

最开心：吃热菜住新房

眼前的新校园，让八年级（1）班学生舒

策最开心的是：以后可以有热菜吃，再也不

要用住教室里了。

在舒策的记忆力里， 学校食堂只是卖

米饭不卖菜。 近 400 名师生都是在这个两

间平房的食堂前排队买饭， 然后自己解决

吃菜问题。 他和同学多是吃自家腌制的咸

菜，家长们偶尔会利用到乡里赶集的机会，

顺便给他们带些家常菜改善一下。 年轻老

师大多在宿舍炒好几天的菜， 到了夏天也

只能像学生一样吃咸菜。 至今学校师生每

天还只吃两餐———早晚两顿米饭。 刘绍兴

说，早上吃米饭中午就不会饿，农村人好养

活，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 在怀化学院

读书时，他很不习惯每天吃三餐，直到一年

后才慢慢适应。

现在，当年的食堂仍然还在使用，虽然

经过多次维修，但岁月的斑驳清晰可见。 本

月底新大楼投入使用后，旧食堂将被拆除，

完成它近半个世纪的使命。 新食堂也将会

有热饭菜供应给师生。

什么时候搬进新宿舍啊？ 在教室里已

经住了一年多的男生们， 有点耐不住了，

纷纷找到老师打探消息。 原来，由于要建

新的宿舍大楼，一年前学校就把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的学生宿舍拆掉了，从安全因素

考虑，把女生安排在教师宿舍，男生则临

时在教室里过渡。 孩子们的被子上课时堆

在教室后面， 夏天铺上凉席就地而眠，冬

天把课桌拼起来当床用。 白天上课是教

室，晚上睡觉成宿舍。 学生们就是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求学。 当得知

不久就会启用的新宿舍是 12 个人一间，

还装了电风扇后， 舒策调皮地说：“那不是

比家里还舒服，假期我就不用回家了，把我

爸妈也接来住。 ”

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麻阳县郭公坪中学

是我采访过的最艰苦、最偏远山区学校。 当然，

不久她将生如夏花。 必须承认，这所学校既不

能和省城学校比师资，也不能和县城学校比硬

件。 但郭公坪中学师生认为：这就是他们心中

最美丽的学校。 朴实的麻阳人容易知足。

学校书记薛开慧和副校长刘绍兴不善言

谈，也缺乏和记者打交道的经验。 刚开始气氛

有些沉闷，随着慢慢熟络，他们才放开了。 师

生们朴实无华， 没有以往遇到的口若悬河或

夸夸其谈，甚至还有几分木讷，这也许是当地

淳朴的民风所致。

回来数日， 这群可爱又可敬的麻阳人依

然历历在目，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当九年级（2）

班的李俐承说她将来要考清华北大时， 我随

口说， 麻阳县每年可能只有一两个考上清华

北大。 小姑娘听后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

高考最大的教育公平是给了农村孩子走出大

山的机会。 我准备送给小姑娘一本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扉页写上那个著名运动品牌广告

语“我能”，以此来弥补口无遮拦之错。

向朴实的麻阳人敬礼

□ 肖小月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才文 兰华青 记者

杨元崇） 10月 19日至 22日， 省示范性普通

高中督导评估组一行，对龙山高级中学进行督

导评估。

省督导评估组严格按照省示范性普通高

中督导评估细则，采取听、看、查、访、问等方

式，听取了学校自查情况汇报，查阅有关档案

资料，核查经费账目，实地察看教育教学及生

活设施设备，走访座谈教职工及学生，进行师

生问卷调查和随堂听课，抽查教师课件制作和

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 考察后，督导评估组对

龙山高级中学的办学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省督导组考察龙山

本报讯（通讯员 李瑚 李景山） 10月 25

日，双峰县永丰镇中心学校多媒体教室内，1000

多名师生聆听了省消防协会教官彭志刚关于

《珍爱生命、远离火灾》的知识讲座。

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给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很多灾难，都

是人们对电、煤气灶等日常生活用品缺乏正确

的认识，缺乏消防知识人为造成。 一个多小时

的消防知识讲座，让师生们受益匪浅。 像这样

的消防知识讲座，在双峰县还将进行 20多场。

永丰举行消防讲座

□记者手记

我是家住长沙的一名海尔空调用户，这

些年来一直享受着海尔的超值服务， 上个星

期， 我搬新居让我再次被海尔充满亲情化的

服务感动。搬新居打算将空调也搬过来，于是

拨打了海尔 4006999999 热线电话约定当日

上午 10点上门拆机。果然，不到 10点钟服务

人员就到了我家， 进门先是给了我一张服务

监督卡，然后戴上鞋套，并邀请我监督他们的

服务！师傅仔细的将机器拆卸后，先是将原来

的安装位置处理干净， 又协助我们将空调运

送到新居后， 发现并告知我新居预留的位置

不符合安装条件后，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师傅

对我说：“您不用着急，我想个办法，保证让您

用上机器。 ”他对新居内的电源、电器进行通

检，确认无用电隐患后，经我同意将安装位置

由东墙改到了西墙。他们安装时仔细认真，使

用的是先进的水钻，没有一点灰尘，保持了房

间的整洁、干净。 临走，他们还减免了我的支

架费用，说是送我乔迁新居的礼物。 在此，我

代表全家向海尔表示感谢。

消费者：张女士

用户至上，

海尔售后服务融亲情

上图：中午一些孩子在教室里看书。

左图：一名女生在全神贯注地写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蔡辉武 刘勇 记者 刘

伟丹） 校长实行聘任制、骨干实行公开竞聘、

教师实行末位淘汰制……常德市鼎城区在全

区教育系统推行教育“五项改革”，旨在进一

步激化教育系统内部活力， 不断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

校长聘任制，3 年为一任期，任期内实行

目标管理，进行年度考核，三年综合考核。 骨

干实行公开竞聘，把一批懂业务、会管理的干

部提拔到学校领导岗位上来。 实行教师末位

淘汰制，今年在城区高中学校开始实施，被淘

汰教师顺向流动至缺编单位。 绩效工资向一

线教师倾斜，缩小基础性绩效工资档次差距，

奖励性绩效工资向一线教师倾斜， 拉开分配

档次。

鼎城力推教育改革

肖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