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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录取结果出来
后，张桂梅不断收到学生发来
的喜讯，又一批大山里的女孩
子考上大学了。

12年来，她全力推动发展
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
高中——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
女子高级中学，已经有1800
多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所学校
走出，走进大学，走向她们更
广阔的人生。半生坎坷半生贡
献，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
40多年，把“知识改变命运”
的理念带进大山，她坚信，帮
助一个女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

育，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9 月 4 日，张桂梅当选

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她
谦虚地说：“我个人获得的荣
誉，是由后面无数的无名英雄
支撑的，荣誉是全县人民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
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1957年，张桂梅出生在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满族家
庭。17岁那年，她随支援边疆
建设的姐姐来到云南，后来同
丈夫一起在大理喜洲镇一中工
作，那是她人生中最平和喜乐

的一段时光。
幸福的日子很短暂，1996

年，丈夫患胃癌去世，这个打
击几乎使张桂梅丧失了生活的
勇气。一年后，她决定离开令
她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地
方。华坪——这座小县城接纳
了她。

张桂梅先是在华坪中心中
学任教。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工
作以抚平心中的伤痛时，厄运
再次降临。

1997年4月，她感觉腹部
疼痛，肚子也越来越大，像
怀上了5个月的娃娃。到医院
检查发现：肿瘤，需要手术。

“老天怎么就对我这样不
公平？少年丧母、青年丧父、
中年丧夫，难道还不允许我有
一个健康的身体吗？”张桂梅
整整哭了一夜，但哭过以后，
她决定，这病先不治了——马
上要中考的学生更重要。

第二天，她一边吃止痛药，
一边像常人一样工作，直到3个
多月后把学生送进了中考考

场，才向学校说明病情，住院切
除了重达两公斤的肿瘤。

常人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
过疼痛这一关的——她腹腔的
器官全都移位，肠子粘连贴在
了子宫后壁上。医生要求张桂
梅休息调养半年后才能工作，
但术后24天，她就匆匆赶回华
坪，来到新成立的民族中学任
教。

不幸的是，不久后，她未
痊愈的身体再次出现病症，肿
瘤以极快的速度生长。学生们
知道老师的病情后，哭着说：

“是我们把你累病的。”而张桂
梅心里清楚，是学生一直支撑
着她站在讲台上，给了她生命
的火光，“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1998年7月，直到把民族
中学的又一批学生送往中考考
场，她才去做了第二次手术。

“桂子飘香，梅花御
寒。祝妈妈生日快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

要面对的大多数是傈僳族、彝
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学生们来
自大山，家庭贫困，文化基础
差、生活习惯不好。

2003年，张桂梅接手过一
个特殊的班级。这个班班风较
差，有的学生转走了，有的学
生回家不读书了，有些男孩子
晚上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都
对这个班没有信心。临近中考
时，学校安排张桂梅接这个班
的语文和政治课，并担任班主
任。

（下转第三版）

为大山女孩打开广阔人生为大山女孩打开广阔人生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云南省华坪县女子高中教师张桂梅

特约通讯员 杨云慧 本报记者 欧媚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家里30亩水稻丰收在望，
儿子何俊考上大学，这段时
间，广东省南雄市黄坑镇黄坑
村村民何惟军家好事接二连
三。再加上去年家里50多亩黄
烟大丰收，卖了10多万元，何
惟军也有了一份月收入3000多
元的稳定工作。“我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何惟军高兴地说。

而在2016年前，何惟军家
里因病致贫，欠下近10万元外
债。更让他忧心的是，家里本
指望儿子以后考上大学改变家
庭命运，但当时正在黄坑中学
就读初中的何俊成绩并不理想。

学生成绩不好、学校硬件
差，曾是很多人对黄坑中学这
所偏远乡村中学的印象。当
时，学校运动场仅有煤渣跑
道，部分教师在危房中办公。

2016年，陈盛荣刚接任黄坑中
学校长，便发现一学期就有近
百名高一学生转学到城里高中。

黄坑中学所处的黄坑村是
个省定贫困村，村民经济收入
主要靠种植黄烟、水稻以及外
出务工。2015年，全村人均收
入约5000多元，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48户112人。

“扶贫先扶智，要将教育作为
黄坑村脱贫致富的‘先手棋’，
并谋划落地好的特色产业项目，
帮村里打好能造福多年的‘深水
井’。”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景李虎
介绍，自2016年对口帮扶黄坑
村以来，广东省教育厅多方筹措
4180多万元，帮黄坑中学建起
现代化综合楼、标准篮球场、足
球场等。

“以前，很多在黄坑中学读
书的孩子都是低头走路。”黄坑
村村民余先才的女儿也在黄坑
中学就读，近年来，随着学校越
办越好，他发现女儿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家里的日
子也越过越好。原来，余先才种
稻和养鸭缺技术、愁销路，近年
来，广东省教育厅驻村工作队帮
他解决了很多技术、销路难题。

“脱贫攻坚必须‘富脑袋’和
‘富口袋’并重。”景李虎介绍，为
帮黄坑村把黄烟、水稻等传统产

业做成特色产业，该省教育厅引
入韶关学院、企业等资源，帮该
村建成200亩“烟稻轮作”试验
基地。2019年，黄烟、水稻产业
为村里带来近400万元收益。

出实招，见实效，黄坑村
集体经济收入从2016年的 2.5
万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24 万
元，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647元。黄坑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甩掉了省定贫
困村的帽子，今年村集体收入
预计达40万元。

广东省教育厅引入资金及各类资源，帮黄坑村强教兴业——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王思静

“我真的太意外了，完全没
想到我会入选。”9月4日，教育
部公布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名单，四川省泸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肖敏获此殊荣。当天，
在成都参加全省教师节“最美教
师·荣耀四川”节目录制的肖敏
说：“这是党和国家对特殊教育
和特教教师的一份期待，也是我
们应该承担的使命。”

1996年，肖敏从乐山师范
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成为

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教
师。当她沿着蓝田小镇的六角
形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的特教
学校，看到视障学生、听障学
生、智障学生时，感觉自己的
心像攥紧了似的。

“从那一刻起我便告诉自
己，要好好教他们，做个好老
师。”肖敏暗下决心。

悦纳特殊学生，从
爱和等待开始

24年前，19岁的肖敏刚踏
上讲台，迎接她的是全校最高
年级、最调皮的12名听障学生，
打架、半夜翻墙去打游戏，甚至
举起椅子与肖敏对峙。

那时的肖敏常常与这群叛
逆又愤怒的听障学生发生冲
突，大发雷霆，师生关系严重
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了师生对
峙上，课堂上想用力，却用不
上力。”屡屡碰壁的肖敏动了

放弃的念头。
第一个月放假回家，肖敏

的喉咙已经嘶哑到发不出一点
儿声音。同为教师的母亲对她
说：“那些孩子听不见，你对
他们发泄情绪毫无意义。你要
以教师的身份去主动解决问
题，多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肖敏静下心来反思，渐渐
地，她领悟到，温暖、期待、
包容才是特殊教育的正确打开
方式。

“教育无他，唯爱而已。”当
肖敏读到这句话时，她重新审视
自己的挫败。几近崩溃时，她告
诉自己别放弃，并问自己：“你心
无芥蒂地接纳学生的一切吗？你
发自内心地爱他们吗？”

面对这群听障学生，肖敏
试着敞开心胸，选择温情陪
伴。与学生们一桌吃饭、一同
读书、一起游戏，带他们走出
校园，探索学校附近迷宫一样
的小巷子。

在肖敏的坚持下，孩子们
有了变化。讲课时，开始有一
双又一双专注的眼睛给她回
应；和学生一起拔草劳动时，
孩子们会悄悄撑起校服为她遮
挡太阳……

今年1月的一次毕业学生
聚会上，有两名已为人父的学
生对肖敏说：“肖老师，对不
起，以前惹你生气，现在我当
爸爸了，我能理解到当时你对
我的心情和爸爸妈妈的一
样。”这让肖敏感受到，对学
生的教育是需要等待的。

爱的更高层次，是提
供专业而个性化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肖敏发现，作
为一名特教学校的教师，仅仅
有爱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懂
得特教学生，才能真正地帮助
到他们。

小凡在普通学校上完三年
级后转到肖敏班上。他既不会
说话，也不会手语，识字不
多，数学更糟，但画画很不
错。他很沉默，总是低着头，
不看任何人。

肖敏思前想后，动手做了
很多笑脸，每个都不一样。有
的画在硬纸片上，有的是个印
章图，有的是一个剪影……每
天早上到教室，就过去塞给小
凡一个。

（下转第三版）

最美丽的遇最美丽的遇见是静待花开见是静待花开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四川省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肖敏

通讯员 殷涛 本报记者 倪秀

本报讯（记者 柴葳） 9月5日，二十
国集团（G20）教育部长视频会议召开，中
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政府
在学前教育、教育国际化、教育领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三个领域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带来巨大威胁和
挑战。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人类
历史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前途是晴是
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陈宝生表示，在学前教育方面，公益
普惠是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
政府加大经费投入，重点扶持中西部贫困地
区的幼儿园建设，不断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
和教师队伍水平。到2020年底，中国将实
现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85%、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80%的目标。在教育国际
化方面，中国政府出台政策文件再次明确了
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未来我们将主动
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
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
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在教育领域防疫
抗疫方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不同
学段、不同地区分期分批开学、做好线上
线下教育衔接、加强健康教育及强化应急
预案等一系列措施，确保实现大中小学秋
季全面安全有序复学的目标。

陈宝生倡议，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虽
然国情不同，但在教育领域的目标一致，
就是为所有孩子提供公平优质教育，助力
他们实现人生梦想。一是发挥引领作用，
完善全球治理，整合各成员国政府、国际
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进一步聚焦
全球教育发展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二是
突出化危为机，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新兴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三是帮
助弱势群体，促进教育公平，携手解决在
学习机会方面的数字鸿沟和不平等问题，
确保全球教育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发
展。

G20教育部长会议是G20教育领域最高级别的机制性会议。本
次会议邀请了G20各成员国、部分受邀国教育部长以及国际组织负
责人参会。会议总结了G20教育工作组2020年以来的工作成果，交
流了各成员国在学前教育、教育国际化、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教育
连续性等重点领域的举措和成功经验，通过了《G20教育部长公
报》并将提交至G20领导人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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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丽） 9月
5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
创月”活动开幕，29个研究院
的300多个科研平台将集中向全
世界展示科技成果、科研团队和
科研进展，拓展深化与社会各界
的合作，开启全球合作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40位
院士和政府、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的代表等齐聚创新港，共话
科技创新。

“科创月”期间，已入驻中
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29个研究
院将开展150余场活动，包括高
端论坛、学术讲座、科技演练、
合作洽谈、签约揭牌、校地合作
峰会等，涉及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校地合作、国际
交流等多个领域。当日，西安交

通大学分别与中核工程公司、中
国华能集团签署了共建核电智能
决策与预测运营技术联合实验室
和“能源安全技术研究院”合作
协议。

据悉，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由教育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
建设，是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目
前，已有理、工、医、文四大板
块29个研究院、8个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和300多个科研机
构、智库入驻，会聚了包括数十
名院士在内的3万余名科研人
才。创新港自建设以来，共计与
超过500家企业开展全方位、多
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合同
金额超25亿元。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创月”启动
40位院士共话科技创新

陕西省汉中市琼林科技有限公司香菇种植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扶贫办副主任王增信（右三）对香
菇品质提升作现场指导。日前，得知王增信来到镇巴县，琼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琼（右一）特地邀请
他到公司香菇种植基地参观，指导营销。作为返乡大学生创业者，吴琼利用食用菌种植带动当地100多户
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王学锋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全国教全国教书书育人育人楷楷模模
走近走近20202020年年

编者按
为宣传庆祝第36个教师节，广泛展示新时代人民教

师教书育人事迹风采，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开展了2020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推选出了12名2020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从今日起，本报推出“走近2020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特别报道，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先进
事迹。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