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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0 岁参加工作，工龄 36
年，每天忙得陀螺样的，恨不得一
天当几天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
在做数学题；

他的第一学历是中师，但他
以中学教师身份获评了“教授”
级职称，并获中学数学教育最高
奖——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有成千
上万的儿女叫他“胡嗲”（湖南方
言“父亲”的意思）；

他去世后，记者去采访，所有
人，哪怕是铮铮汉子，只要一提到
他的名字无不泪流满面，但说着
说着又会露出微笑：“想起胡嗲就
有力量。”“他的生命长度不够，但
活出了生命的厚度。”

他就是胡进文，湖南省益阳
市一中正高级数学教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去世时年仅
56岁。

一天当作几天用

胡进文的最后 3 天是这样度
过的：

3 月 11 日上午值班出试卷，
下午组织3个班学生测试数学，细
致批改 189 份试卷直到深夜；12
日从早自习开始继续批改试卷，
中午没休息，晚上坐 10 个小时火
车去广州，为一名报考中山大学
研究生的学生“面授机宜”；13 日
连夜坐火车赶回；14 日早上从火
车站直奔益阳市高中数学学科研
讨会，听课、评课，三四节课和下
午各上了两节数学课，晚自习下
班辅导。其中，一名学生问了两
个题目，一个没解完带回家继续
解；三四个小时后，独自一人在家
的他，斜躺在床上继续解题，再也
没能起来⋯⋯

“为了教育，为了学生，我付
出再多也无怨无悔。”6 年前，胡进
文在全市师德标兵巡回演讲中这
样表示。6 年后，他用实际行动、
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3 个班的数学，文理两跨，不
仅 是 数 学 竞 赛 教 练 ，还 当 班 主
任。”益阳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王

楚奇说起胡进文，喉头哽咽，这个
工作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胡进
文的课上得好又负责，如果只排
两个班就有家长、学生集体强烈
要求他“再带一个班”，所以胡进
文工作 36 年，当了 31 年的班主
任，这十几年来一直是这个工作
量，“早 6 晚 12”是胡进文近 20 年
来的工作常态。

“那不是一般的累，大部分时
间是每周 27 节课，一般 24 节。”该
校高三年级组长周轶说，自己比
胡进文小几岁都吃不消，他周末
和寒暑假还要带奥赛培训，每天
忙得陀螺样，“他的形象不是树起
来的，是拿命拼出来的”。

工作量这么大，胡进文只能
挤自己的休息时间。家距学校步
行只10多分钟，但这些年里，几
乎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是妻子
张跃辉送到学校六楼的办公室。
学校专为胡进文配了一间办公
室，空调、沙发都有，但他嫌在
二楼离六楼的学生远，硬是在教
室旁边要了一间小房子，一张学
生用的铁架子床、两张旧办公
桌，就是他的全部。

2016 年暑假，因数学竞赛和
自主招生培训，胡进文没休过一
天，开学时脚疼得着不了地，医
生说是劳累引起血液感染必须住
院。“3 个班的课还当班主任，哪
里走得开？”他跟同事们说，只
是每天凌晨 5 点多到医院打点
滴，8 点再赶到学校上课。2012
年暑假，他带参加奥赛的学生，
湖南高达 38 摄氏度高温的 20 多
天里，病倒的他边打点滴边上
课，医生都感叹是“把病房搬到
了教室里”。2007 年 1 月，胡进文
的儿子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到长沙
治疗，手术一结束他就往回赶，半
道接到电话说老父亲又病了，他
又赶回老家将父亲送到医院，凌
晨三四点钟往回赶，第二天准时
出现在教室里。

“去年，他的儿子、媳妇对我
下了‘最后通牒’，我说要‘开除’
他的班主任，他口头说好好，结果
一转身又忘记了。”副校长罗攀登

说，胡进文的口头禅就是“我来”
“没问题”。“我们都劝他，但他觉
得自己身体很好，没问题。”儿子
胡宇才说。

“他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
胡进文去世那天人们破门而入
时，只见备课的电脑开着，胡进文
半躺在床上，一只脚耷拉在床边，
左手持书捂着胸口，右手保持着
握笔的姿势，一支笔掉在地上，床
上散落着资料和试卷。

当天，大雨倾盆，雷电轰鸣。
胡进文离开了。

中师生干到了“正高”

被学生和家长“抢”的胡进
文，1982年参加工作时，第一学历
只是中师。但“特别爱学习，特别
爱教书”的他，36 年坚持一线教
学，终于在 2018 年 1 月顺利拿到
正高职称，湖南 51 万名中小学教
师中仅314人。

3 年中师，不分专业，所学数
学知识其实很有限。能够把初中
数学教好都已不易，更何况高中
和奥数？但胡进文靠着湖南人的

“霸蛮劲”，不仅在奥数领域搞出
了名堂，先后辅导 100 多名学生
在全国奥赛中获奖，成为远近闻
名的金牌教练，更是凭着这股劲
儿，每年所教的班每次统考都成
绩优异，学考合格率为 100%，高
考平均分名列全市前茅。

有多“霸蛮”？
同事宋晖记得，他每年都订

十几本数学杂志，每本都细读死
钻，做笔记写心得，厚厚几十本；

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王
咏兰记得，1993年的班主任胡老
师，每晚都在别人睡了后再去找
题目、备课，刻钢板、印试卷；
1996 年高考前 3 个月，胡老师急
性胰腺炎疼得倒在地上，只休了
两天就来上课；

胡宇才记得，一道题如果有 3
种解法，父亲就一定要全都想出
来、弄明白，再全部教给学生；

妻子张跃辉记得，很多时候，
老胡一个晚上都在解一道奥赛
题，到了夜里一两点，如果题还未
解完，他会抱着书到床上继续算。

“我学会写教学反思，就是受
了他的影响。”在胡进文去世后，
接手 1502 班班主任的化学教师
文胜丰，曾在偶然中看到胡进文
的教学反思，“工整得就像本书，
公式、坐标图、几何图形，很少有

涂改；‘分离参数，太复杂’，‘运用
数字归纳法来证数列不等式，是
学生的一个难点，应立即突破这
个难点’⋯⋯红笔写的备注，处处
都是他的思考。”

调入益阳一中的 17 年里，这
样的教学反思与教学笔记胡进文
写了 60 多万字。1986 年就开始
课改的他，这些年主持和完成省
市级科研课题6项，主编教师和学
生用书5本，发表论文30多篇。

“都是拼出来的。”同教高三
数学的曹爱军感叹，备课、笔记、
做题本，做得这么多、这么齐整
的，自己教书几十年、任教10多所
学校，唯见过胡进文。在胡进文
家和办公室，书架上、阳台上满满
当当的全是专业书，书桌上抽屉
里到处都是他做的数学题备课
本，整齐得可以直接印刷出书。

“学生都是我的崽女”

36 年，胡进文直接教过的学
生 有 4000 多 人 ， 对 自 己 的 学
生，他几乎不叫名字，都是昵
称，亲切感十足。

1502班学生张硕旸在胡进文
的嘴里，别名是“硕硕旸”，数
学课代表刘沛东是“东崽子”。
回忆起胡嗲用大嗓门的桃江话叫
他们的场景，与他们分享零食的
场景，请他们到家做客的场景，
学生们泣不成声。

“他是真的喜欢学生。”与他
搭班的生物教师熊正华说，胡进
文家里很困难，妻子下岗20多年，
儿子从小身体不好，如今硕士毕
业刚在上海工作、成家。但对学
生他很大方，这些年光自费给学
生发的奖金就有好几万元。就在
去世前几天，胡进文还半开玩笑
地说，“麻烦了，又要找老婆讨几
千块钱”。因为 4 月有月考，他在
班上设了五花八门的奖，承诺凡
月考有进步的、排前多少名的、单
科前几名的都有奖。

“我就是他和学生的全职保
姆。”胡进文突然去世，妻子张跃
辉觉得“天塌了”，她后悔自己那

天回乡下看父亲不在家。
她沙哑着嗓子回忆说，家里几

乎从来没有零食，因为“都让老胡带
到班上给学生了”。这还不算，他还
今天让买几斤糖明天让买几箱奶；
每次送饭，有点好菜，他都是让这名
学生一筷鸡那个崽一坨肉，最后自
己一点剩汤拌饭。

去年中秋节，胡进文早早打电
话让妻子买200个月饼，“学生们人
手一个”，还说当天带两名学生回
来吃饭，结果呼啦啦来了 10 多个，
张跃辉只好临时又切腊肉又煮面
条；大年初二，胡进文把学生带到
家里辅导奥赛，家里住不下还让妻
子帮着找地方借宿⋯⋯这样的场景
太多了，张跃辉都不知道这几十
年，为学生做过多少饭买过多少零
食了，反正逢年过节到家来的学
生，回忆起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
是师母做的菜。

“他把每一名学生，都当作我一
样。”儿子胡宇才也是胡进文的学
生，因为心脏装支架休学一年，没考
上理想的大学有些愧疚。胡进文对
他说，“我好多学生考上了北大清
华，他们就跟你一样”。有时，胡宇
才陪父亲在办公室，每来一名学生，
父亲都是“抱一下、抱一下”。胡宇
才有些吃醋，父亲还是那句话——

“他们就跟你一样”。那次手术后父
亲要提前返校，胡宇才含着泪请求
爸爸“再陪我一天吧，就一天”，但高
考在即，胡进文只能委屈儿子，“我
陪你的时间还长着呢”。没想到，如
今父亲再也无法陪伴儿子了。

“他爱学生到了痴傻的地步。”
语文教师邓忭春说。最让邓忭春印
象深刻的是，省赛前一天晚上，胡进
文比学生还紧张，睡不着，深夜把邓
忭春和班主任找到一起说，如果孩
子没考好怎么办，如何应对。没想
到，这批孩子考得特别好，6 人获全
国一、二、三等奖。2011 年，邓忭春
在班上选了 12 名学生，委托胡进文
进行奥赛培训，胡进文没有半点推
托就答应了。“不是一次，是两年多
啊，没有收过一分钱。”邓忭春现在
想来还觉得“欠了胡老师的”。

（下转第二版）

生命的厚度生命的厚度
——追记湖南益阳一中教师胡进文

本报记者 阳锡叶 赖斯捷 李伦娥

一堂一年最多只有 6000 多
名学生听的“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段治文 2014 年 11 月将其搬
上爱课程网中国大学慕课平台，
至今已有10余万人学习。

“慕课的录制，让思政课的
美被更多人知晓。”段治文说。
因为学习效果好，四川师范大
学、西安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把
这门慕课作为学校思政课程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一开始，段治文心里也
犯过嘀咕：录制时眼前空无一人，
也不知道以后谁会来听。平常课
堂上，只要学生一个眼神，就知道
他有没有理解、是不是认同。

面对从小在互联网环境中成
长起来的“原住民”，要让思政

课的“套餐”符合 95 后大学生
的“胃口”，浙江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在探索中发现，思政课慕
课首先要用互联网运营的思维组
织课程内容。

“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
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老校长竺
可桢的著名两问，名字进入国家
绝密档案的“中国核司令”校友
程开甲的故事⋯⋯这些“浙大定
制”的共同话题被作为案例，放
进了该校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
仅靠校史融入课堂还不够，

教授们充分利用媒体平台，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将优秀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种子”潜移默
化植入传播内容。站立 3 个小时
讲好“最后一课”的蒋克铸教授、

一边变魔术一边讲力学的庄表中
教授，就是这样一批用言传身教
传播正能量的“网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代玉
启说：“通过网上的讲解和学生
的自主学习，帮助学生在课外掌
握课程基本知识点，为课堂讨
论、互动、交流留出宝贵时间、
提 供 前 提 保 障 。” 在 他 的 课 堂
上，学生通过慕课自习、大班学
习、分组讨论后，开展丰富的实
践活动，有的走访了全国首家互
联网法院，有的走进互联网小
镇，他们的所思所获都以课堂展
示的形式分享给其他学生。

热点话题容易激发青年学子
的兴趣点，浙大的思政课慕课也
时常会安排一场场互联网辩论
会。“在公益事业上，收入高，

捐款是否就应捐得多？”“当法律
与道德或是公众舆论产生偏差
时，我们该相信谁？”⋯⋯马建
青教授利用微信的便捷交流，通
过固定时间展开线上辩论，教师
设置规则、有效引导、精准点
评，学生发表各自的独到见解，
思政课变成了“有温度”“高传
播”的“网红”课。

如此可口的“思政菜”，选
择谁来掌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也自有一套：依据教师的
学科背景、专业特色和研究专长
精准配置教师。“浙大思政课慕
课让学生在享受精彩课程的同
时，可以领略不同教师的授课风
采，是对现有课堂教学师资配置
的有效补充。”院长刘同舫说。

本报杭州4月20日电

用互联网思维“备菜”、邀多学科名师“掌勺”，浙大探索思政课慕课教学——

套餐+定制，让“思政菜”可口有味儿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柯溢能

□ 聚焦“高校思政课慕课”系列报道

胡进文与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 4 月 19 日，天津市河东区第二
幼儿园的孩子们参加趣味健身游戏。当
日，该幼儿园开展春季趣味健身运动
会，孩子们快乐运动、强身健体，享受
春日阳光。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20 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组部部长陈希 20 日主持召开
新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研修班座谈会，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不断书写科
技报国新篇章，为加快建设科
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陈希强调，人才强则事业
强，人才兴则科技兴。两院院
士要做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的忠诚践行
者，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
立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做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的模范引领者，深怀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力践报国
之行，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伟业之中；做科技创新的奋力
开拓者，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
向和信心，对标国际一流，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发挥领军作
用，勇攀科技高峰；做高尚学
术道德的坚定守护者，加强品
德修养，坚守学术道德，自觉
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和不正之
风；做致力提携后学的身体力
行者，为年轻科技人才脱颖而
出提供平台、铺路搭桥，当好
年轻科技人才的精神导师。要
在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支持、
生活上关心院士专家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把各方面优秀人才
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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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今天从
教育部获悉，根据教育部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北京等七省份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近日向社会发布专项治理方案，各地结合实
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进专项治理工
作。

北京市着力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建立市级校外培训
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及
时掌握校外培训机构的信息变化情况，并建立日常巡查
发现机制、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和违规失信行为惩戒机
制，促进校外培训机构依法经营、规范经营和诚信经
营。天津市成立了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强化部门职责，还设计了专项治理排查统计台账、专项
治理现场检查记录、专项治理整改意见书等一系列规范
用表，细化管理，确保实效。重庆市在全面排查基础
上，通过 《致家长一封信》 等形式，加强宣传，引导家
长理性看待校外培训。黑龙江省专门成立了省专项治理
行动领导小组，教育、民政、人社、工商等部门均派主
要领导参加，并实行全过程跟踪问效，进一步夯实部门
职责，形成专项治理合力。吉林省公布了教育、民政、
人社、工商等部门的联系人名单，还建立了月报制度，
要求各市 （州） 从7月开始每月报送整改进展，督促各
地抓好落实。青海省将规范民办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治
理有机结合，在坚决查处公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挂钩
行为的同时，特别强调严禁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组
织中小学等级考试及竞赛。（下转第二版）

健全监管机制 强化部门职责

多地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