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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石峰村坐落
于祁连山北麓，绿水青山，风景如画，大泉沟中心
小学就在这里。

一栋 2018 年新修建的 3 层教学楼和 3 栋平
房是这所学校的全部家当。已扎根在这里 14 年
的语文教师尚晓军却毫不在意，因为他想让大山
里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尚晓军除了承担语文教学还做一些民间文化
搜寻和整理工作，2008 年，他无意间得知肃南地
区的草原手工刺绣濒临失传，便暗下决心要传承
和发扬这项当地传统文化。在他的大力推动下，
草原手工刺绣走进了大泉沟中心小学的课堂。而
后，在尚晓军指导下，刺绣社团也热火朝天地办起
来了。学习刺绣和研究刺绣的过程并不容易，但
看到学生们在自己指导下绣出一件件精美的作
品，尚晓军感到无比快乐和欣慰。

不过尚晓军也有自己的烦恼：大泉沟中心小
学只有20多名学生，想让更多人了解草原刺绣有
点儿力不从心。

2017年春天，一场“春雨”化解了尚晓军的烦
恼——网络直播课堂在这所山村小学掀起了一场

“互联网+教育”的变革。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脑为乡村学校

课堂带来的神奇变化令尚晓军兴奋不已。他和学

生们一起在直播间
向重庆、江西等地
的学生传授如何
做 草 原 手 工 刺
绣 。 短 短 一 学
期 ，全 国 各 地
3000 名 学 生 学
习到了尚晓军所
教授的刺绣课程，
孩 子 们 也 开 阔 了 眼
界，变得乐观开朗。

有了这样的试水，尚晓军又开始思考是不是
可以利用网络来督促学生更好地进行阅读。这一
次，他想到了用微信群中打卡分享的办法。很快，
学校阅读打卡群建好了，尚晓君有计划、有目的地
引导学生把阅读心得体会分享到群里。

渐渐地，尚晓军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认
可。2018年春季学期，学校以他的假期微信阅读
为主举办了一场“阅读小达人”颁奖典礼。打那以
后，尚晓军又有了新目标——让学生参与晨读的
同时进行诗配画作⋯⋯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活动让山沟里的孩子们
接触到新奇的世界，他们的眼光看得更远，已不再
是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山里娃了。

尚晓军：巧手翻飞“绣”出情怀
本报记者 郑芃生

今年55岁的汤素兰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也是孩子们心目中最亲切的“笨狼妈妈”。

1983 年，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新开
了一门儿童文学选修课，读大三的汤素兰去旁
听。汤素兰没有想到，这次意外的旁听，居然影
响了她的一生。1986 年，汤素兰发表了第一篇
童话《两条小溪流》。此后30多年，她创作了《笨
狼的故事》等 60 多部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文
学作品，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成为家
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

谈到如何能这么多年保持创作激情，她说：
“我想通过文学把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告诉孩
子，希望对他们的成长有所帮助。”

童年的经历，深刻影响着汤素兰的人生。小
时候的汤素兰是一个寂寞、胆小、循规蹈矩的小
姑娘，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生活的范围就是小
山村，上高中前连十多里外的镇上也没有单独去
过。书本给了童年的汤素兰非常大的慰藉。白
天上学、干农活，晚上她就借着一盏煤油灯看书，
灯油燃尽，意犹未尽。

她说，哪怕在最偏僻的地方，和书在一起，孩
子就不会孤独。

早在 1993 年，汤素兰就为湖南平江县偏僻
的林场小学的孩子们寄去了一大包书。从那时
候起，20多年来，汤素兰一直坚持为农村孩子开
辟一片阅读的天空，让农村孩子能读上书，爱读

书，读好书。
后来，在民进

湖南省委和湖南师
大的支持下，捐书
变 成 了 建 图 书
室。2017年，图书
室命名为“素兰书
屋”。目前已在各
地捐建 10 余个书屋，
捐赠图书 26000 多册，
价值近60万元。每次捐建
书屋时，汤素兰都会亲自为孩子们上一堂阅读与
写作课，教他们阅读方法，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

汤素兰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孩子。她
最早的小读者有的已成家立业，有的自己也开始
了写作，但她经常会收到他们的来信。

如今的汤素兰，心里想着让更多的学生在课
堂上与童话结缘。她在湖南师大主要讲授儿童
文学课程，每堂课都精心准备，选课人数常常达
到上限的150人。她说，文学是一门教会人真诚
的课程，儿童文学尤其如此。

汤素兰寄希望于同学们通过对课程的学习，
再一次回顾自己的成长，找到明亮的方向，“如果
一个人在成年之后还能葆有童心，在身体长大之
后还能注重心灵世界的成长，这样的人生无疑会
更加美好”。

汤素兰:童心仁心 助力成长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蔡颂

新学期伊始，厦门工商旅游学
校学生处副主任唐凌又在

忙着布置新学期的志愿
者服务活动，“让学生
做志愿者，不只是简
单的劳动，而要让他
们收获成就感和自
信”。

唐 凌 在 厦 门 工
商旅游学校工作十几

年了，先是在团委，后
来又从事学生工作。不

管是带着学生做志愿者，还
是 开展社团活动，她都把让学生
变得自信和阳光作为首要任务。“看着一批批自
信满满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心里就有莫大的成
就感。”唐凌说。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是一所职业中专学校，在
很多人潜意识里会给中职学生打上“差生”的标
签。如何让这些学生变得阳光而自信，一直是唐
凌在琢磨的事情。

10 多年前，唐凌在团委工作时，每年都有
很多安排学生从事志愿服务的工作。她尝试着
让学生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能展示自己的技
能：让幼教专业学生到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社
区，教孩子们音乐、舞蹈、绘画；让计算机专
业学生进社区帮市民修电脑，教退休老人用智
能手机⋯⋯在做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过程中，
学生们收获了自信。

如今，厦门工商旅游学校的志愿服务已经成
为一门课程，更是厦门教育界一张亮丽的名片。

“把一项看似简单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变成课
程，变成育人的载体，真正去影响孩子的心灵，是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校长庄
敏琦说。

除了志愿服务，学校社团活动在唐凌看来也
是重要的育人载体。她把学校社团分为公益服
务、职业技能等 5 个类别，努力让学生在参加社
团过程中增长本领，得到锻炼。

以学校合唱团为例，社团不只是组织学生唱
几首歌，老师会从基础的乐理知识入手，从发声
到表达，都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其实这更像一门
音乐课。

在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有一项已经持续 10
年的品牌活动：“寻找感动校园的你”。这项活动
每年会组织评出十大感动校园学生，他们每个人
身上都有感人事迹，有的陪着父亲戒毒，有的苦
练技能成才，有的在大火中救出同学⋯⋯

作为这项活动的创办和组织者，唐凌每年都
会亲自在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在这场全校师
生参加的大会上，现场会播放每个学生的事迹，
诵读颁奖词。学生们的事迹不仅感动了同学，也
感动了领导和教师等所有与会者，经常有人饱含
热泪看完节目。

唐凌说，身边的榜样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触
摸的，如果没有正能量，这些孩子或许会长期消
沉下去，随波逐流。“我相信，经过我们教育的孩
子，会是阳光的”。

唐凌：对症施策 扶志励志
本报记者 熊杰

麻田中心学校位于武功山脚下，在学校所在
的江西省萍乡市，这里一度是最偏远的地方。

记者到来时，校长朱志辉正带着他的
“摔跤少年”们穿过操场，前往校园另一端
的摔跤教室，准备训练。

走在校园里，不断有放学的学生上前
问好。朱志辉面带微笑地回应着，转头骄傲
地对记者说：“你看，我们学校的孩子脸上带
着自信，不像很多山里孩子那样腼腆害羞。”

这所留守儿童占 70%的农村校，一度因
为偏远破旧而无人问津。直到 2006 年，从江
西省摔跤队退役的朱志辉担任校长，开启了这所
学校的“体育治校”之路。

经过几年系统研究，朱志辉和同事们一起组
建了学校的摔跤队,提出了校内摔跤运动普及计
划和方案，全校学生不论年龄大小、性别都参与其
中。校园内相继挂上了两个“国字号”招牌：国家
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学校累计为省市级体校输送优秀摔跤运动员
144 人，国家队一人，成了小有名气的“摔跤学
校”。

六年级学生彭梓鑫，如今是学校摔跤队知名
度最高的队员。

在练摔跤之前，这个留守孩子特别叛逆，奶奶
交代什么事情都反着做。

二年级时，在操场上“撒野”的彭梓鑫被朱志
辉看上了。

“年纪小、有个性，非常灵
活，用我们摔跤的话说就是
‘有跤感’。”朱志辉打那以后

一直带着彭梓鑫。
除了摔跤技术越来越

娴熟，彭梓鑫也变得越来
越懂事。

“体育是最好的教育，
给孩子强健的体魄，更重要

的是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健康成

长更为重要。”朱志辉对体育教育
有着自己的理解。

为普及摔跤技能，学校将“摔跤进课堂”作
为校本课程开发的起点：一、二年级安排最基
本的柔韧练习与游戏，三、四年级学习基本动
作，五、六年级开始实战摔跤。此外朱志辉还
自创了摔跤操和摔跤舞，使所有学生都参与到
摔跤运动中，让每个学生都能耍得出几个摔跤
动作。

麻田中心学校摔跤队的专用健身房上写着
“重在参与”4 个字。“我们只是一所小学，队员
们能走多远，没有人能够保证。”朱志辉坦言，

“其实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概率
是非常小的，有可能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
我的目标并不是希望孩子都成为专业运动员，我
更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合格的公民。”

朱志辉：体育治校 护航三观
本报记者 甘甜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专职辅导员！”张浩
清自豪地说。

2019 年秋季，河南工程学院新生报到前一
天，正在精心备课的工商管理学院教师张浩清接
到学院党委书记黄德金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转
岗担任2019级新生专职辅导员。

此时，张浩清已在教学岗位工作了 17 年，教
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喜爱。面对学院工作的迫
切需要以及大家的不理解，他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

尽管做好各种思想准备，困难和挑战还是不
断出现。作为辅导员队伍的“新人”，各种工作千
头万绪，非常琐碎，有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并
不理想。高度忙碌也使他无暇顾及家庭和正上毕
业班的孩子，但张浩清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王缓好！今天是你的生日，老师祝你生日
快乐！你是一个自律、上进、有爱心的学生，希望

你的大学生活充实、开心、收获每一天！”这是物
流专业学生王缓过生日时，收到的祝福。2019
级每个学生过生日时，都会收到张浩清类似的祝
福或寄语。

“只有成为离学生最近的人，才能真正做好
辅导员工作。”张浩清为每个学生建立了个性档
案，每周进班听课两次、走访学生宿舍两次，每两
周开一次主题班会，用两个月时间和自己所带的
7个新生班311名学生逐个面谈一遍⋯⋯通过这
些工作，他 20 天内就能“叫出所有学生的名字”，
也使他成为学生眼中“有温度的辅导员”。

在和学生交流中，他亦师亦友，认真倾听学
生的想法，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鼓励学生个性
化发展，用真情赢得学生的支持和信任。“老师，
我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不知道要不要转专业？”

“老师，到大学快两个月，但我仍然感觉很迷
茫。”⋯⋯面对学生的疑惑和求助，张浩清耐心和

学生互动、沟通，
坚持站在学生的
角度思考问题，
真诚帮助学生分
析并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

为 当 好 学 生
引路人，张浩清不断

思考，总结辅导员工作
的心得体会，在近一年的

时间里写下了 30 万字的工作日志，记录下学生
的点点滴滴，为学生答疑解惑。

某个学生宿舍少了一根灯管，某个学生有胃
病容易胃痉挛，某个学生经常牙疼，某个学生家
庭困难有自卑心理⋯⋯他边观察边记下每个细
节，琐琐碎碎，温暖人心，生动诠释了一名辅导员
言传身教、立德树人的责任和担当。

张浩清：“温度”为先 润“心”无声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仝泽矿

育才造士，为国之
本。

让学生德智体美
劳 全 面发 展，归 根 到
底，就是立德树人，这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
始终牢牢抓住的灵魂。

国无德不兴，人无
德不立。育人之本，在
于立德铸魂。立德，需
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
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也
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
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开
始，成为有大爱大德大
情怀的人。

广大教师牢记为
党 育 人、为 国育 才使
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
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
教书育人本领，发挥聪
明才智，把立德树人融
入课堂内外。

于是我们看到，大
学教授用文学感化学
生心灵，小学校长用体
育磨练孩子意志，职校
教师用志愿服务带给
学生阳光和自信，高校
辅导员用“温度”解答
学生的疑惑，农村教师
用刺绣“绣”出学生的
眼界。

每一份创新，都是
对教育的热爱；每一滴
汗水，都是对使命的担
当。

今天，让我们走近
5 名一线教师，感受师
者的树人力量。

——编者

大爱无声 春风化雨育桃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