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上课……”11月12日上
午，邓玉芳老师接起我的电话，只说
了一句话便挂断，此后便无法打通。
直到下课铃响起， 双峰职中教学楼
里的学生们涌了出来， 我才在电商
1906班教室外的走廊上见到了她。

邓老师戴着一副眼镜， 胖胖
的，说话温柔，但要求严格，课上
不允许游离走神的现象发生。“班
里的54个学生， 没有一个不服她
的，她是低调的‘王者’。”学生们

告诉我， 邓老师过去的那些荣光
都是从其他任课老师那里听说
的，“她像隐居少林的扫地僧！”

而邓老师本人， 则认为自己
和其他双峰职中的老师和班主任
一样，做的都是分内的事。低调谦
和的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
了一届届学生。 一个个懵懂的少
年， 最后大都成了邓玉芳的“粉
丝”，信任她，听她的话，毕业后成
为了更好的自己。 ■曾玺凡

低调的“王者”

她是留守儿童的贴心妈妈
让想放弃学业的学生冲上云霄

邓玉芳用“严”和“爱”
点亮孩子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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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智慧、夸赞”是他育人的法宝，用欣赏和发展的眼光看学生

在李国栋眼里，没有差生，只有“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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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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双峰职中的学生尽管飞得
慢，但只要方法对了，人人都能冲
上云霄。

来自双峰县石牛镇的张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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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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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凯成绩不错，最近上课却
有些走神。原来，他悄悄喜欢上
了一名女同学， 但又羞于表达，
左思右想之际，他找“栋哥”拿主
意。李国栋笑着鼓励小凯：“不错
啊小伙子，长大了呢。”他借机给
小凯上了一堂“心理课”，喜欢一
个人要具备对她负责的能力，因
此必须要好好学习。“把心底的
感情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你一定
会收获更大。”小凯点点头，跑回
教室看书了。其实李国栋除了日
常教学， 还担任办公室主任，事
务繁忙。 但只要有学生来找他，
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聆
听。“私底下的沟通更重要，效果
也更好。 要走进学生的心里，就
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

不少老师关注的焦点是班
上的佼佼者，但李国栋却把更多
的目光聚焦在班级成绩垫底的
那拨学生身上。余林（化名）是李

国栋带的第一届学生，“反正成
绩不好， 还不如在学校玩三年，
拿个毕业证就出去找工作。”抱
着这个想法，余林隔三差五地翻
墙出去上网玩游戏。李国栋发现
后没有严厉指责，也没有用班规
校纪责罚， 而是和他促膝长谈。
交谈中，李国栋发现，看似“玩世
不恭”的余林，内心却有个“军营
梦”。李国栋找准了“攻心”点：
“为什么不努把力， 考到高职学
校去‘携笔从戎’？”一次次交谈，
一遍遍鼓励，余林心中的梦想被
彻底激发了。他全身心投入到学
习中，最终考上了高职学校也如
愿进入部队。“很多人给中职生
贴上了‘差生’的标签，但我觉得
其实这个差是‘差距’的意思。”
李国栋认为，自己的学生没有差
生。“通过正确引导，让大家认识
到自己的不足并明确努力的方
向，他们都会成功。”

走进李国栋任教的班级，发
现班里的“明星”很多———道德
明星、技能明星、学习明星、进步
明星、体育明星、文艺明星、志愿
明星、阅读明星……班级的明星
墙上贴满了照片，同学们还争相
为“班级明星”撰写颁奖词，举行
隆重的颁奖仪式。“一点点进步
都是一点点付出的结果，为你点
赞！”“进步明星” 小童为这句颁
奖词抹了眼泪。她说，自己从小
到大从来没有得过奖，这个奖弥
足珍贵。李国栋很看重这样的评
选，既搭建了一个争先创优的平
台，也让每个人发现自己和同学
身上的闪光点。“用欣赏的眼光
看待学生的优点，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学生的不足， 久而久之，他
们都会给你惊喜。”

比起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
李国栋特别注重对学生综合素
质的培养。“知识是更新迭代的，
随时都有机会补上。但综合素质
的提升，中职阶段十分关键。”于

是， 他带领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看新闻、评时事、练口才、学唱
歌、学摄影、拉练，甚至还把“每
人要有一项专业以外的兴趣爱
好”“必须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列
为班规。这样的理念，让整个班
级变成了一个“活色生香”的成
长舞台：运动会让“长跑健将”组
织、合唱比赛由“最美歌喉”领
衔、志愿服务有“维修高手”加
盟……李国栋说：“我们班没有
落后的，只有进步最快的。”

从教8年， 任教的前两届班
级，李国栋递交的教学成绩单十
分耀眼：2015年，他带的电子技
术应用15班28人全部被大专院
校录取， 其中16人考取本科；
2018年， 他带的电子技术应用
35班37人全部被大专院校录
取，其中23人考取本科，数学单
科12人得满分。眼下，他带领的
第三届班级也进入到毕业年级，
大家正在进行高考报名。“他们
一个都不能少，个个都要精彩！”

沟通让他走进学生心里

用欣赏和发展的眼光看学生

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教师
李国栋。 受访者供图

●名片

李国栋，男，维吾尔
族， 中共党员。1986年6月
出生，芷江民族职业中专
学校教师。从教8年，担任
班主任8年，“爱心、智慧、
夸赞” 是他育人的法宝。
他曾先后获得湖南省大
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
志愿服务优秀指导者、怀
化市师德标兵、怀化市优
秀教师、怀化市青年岗位
能手、怀化市“最美共青
团干部” 等荣誉称号。
2020年，获首届湖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
任”称号。

●名片

邓玉芳， 女，1971年出
生。 高级讲师， 中共党员。
1997年至今在双峰县职业
中专学校工作， 从教23年，
当了23年班主任，先后被授
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
育改革优秀教师”“湖南省
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杰出教师” 称号，2020年获
评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最美班主任”。

11月12日，邓玉芳在授课。
记者 曾玺凡 摄

“栋哥，这件事你能帮我拿个主意吗？”“栋哥，这个题怎
么总解不出标准答案？”“栋哥，我要请假回家看奶奶。”……
11月13日，在湖南省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记者的采访
一次次被前来找“栋哥”的学生打断。显然，这位阳光帅气、
幽默随和的班主任，已经成为众多学生最信赖的人。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邓老师，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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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彭华 曾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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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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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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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半百的
她，淡然看待荣誉，她愿燃尽自己，
让每一个学生熠熠生辉。

她让“小小鸟”冲上云霄

她是留守儿童的贴心妈妈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85后”李国栋是圈内的明星
老师。事实上，早在李国栋来芷江
民族职业中专学校任教前， 他已
同时收到几家企业的“offer”，最
终，他还是从了自己心底的“教师
梦”。8年了，他说自己一直记得第
一次走上讲台上课的情景：“每个
孩子看着我， 目光清澈又充满期
待，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

在采访中， 李国栋两次落

泪：第一次是讲到一名贫困学生
的爷爷为感谢他为孩子筹集学
费，大热天，特地从几十公里外
给他送西瓜；第二次，提到一名
身患抑郁症的学生， 因他不离
不弃， 重返校园并顺利考取本
科……毫无疑问，学生已然是他
的“软肋”，那种被需要、被肯定、
被鼓舞的获得感，成了李国栋坚
守的力量。 ■黄京

明星老师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