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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尽一城花，只为奠一人”。袁隆平院士逝世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表达自己的哀思。许多人只知晓袁隆平工程院院士、
“杂交水稻之父”的身份，却不知他还是一名有着
18 年农村职业学校教学经历的人民教师。2018 年，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秘书长周勇有机会采访到袁隆平院士，记录下袁隆平院士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对职业教育的关怀。袁隆平院士逝世
后，
周勇再次提笔，
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当年的采访细节，
作为对袁隆平院士最后的道别。今天，
职教周刊刊发此文，
与职教界同仁共同缅怀这位
“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
——编者

一粒孕育真善美的种子
——追忆我和女儿与袁隆平院士的一次见面
周勇
我们一家住在湖南农业大学，紧
挨着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天气
好的时候，常可以在附近的田间地头
见到袁隆平院士的身影，感觉与袁隆
平一家就像左邻右舍一样亲近。每每
有亲戚朋友聊起袁隆平院士，我们一
家都会因为住在袁院士的隔壁而感到
特别自豪。
2018 年上半年，我在湖南教育报
刊集团《职教创客》杂志主编魏斌的鼓
励下，决定采写一篇袁隆平院士在安
江农业学校教书育人的故事。很少有
职校生知道袁院士曾经是职业学校的
一名老师，而且有长达 18 年的教学经
历。通过一位师弟的牵线搭桥，我联
系上了袁院士的秘书杨耀松。杨秘书
听说我们要采访袁老师，很是为难，想
见袁老师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当听我
说主要写给职业学校的学生们看时，
杨
秘书马上改变了主意，
并与我约好了见
袁院士的时长：
30分钟！这可是见袁院
士最长的时间安排了。杨秘书告诉我，
袁老师退休后，
常常会回忆起在安江农
业学校当老师的点点滴滴，
还曾经为安
葬在安江的母亲写过一篇名为《妈妈，
稻子熟了》的回忆文章。安江农校，是
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女儿听说我要去见袁老师，很是
惊讶，像倒豆子一般地问我：
“ 袁隆平
爷爷真的就住在我们隔壁吗？他真的
会见你吗？他是不是很老了？我也好
想去！”在女儿的心里，袁院士这么大
的科学家，怎么可能会近在咫尺！
我只好又和杨秘书联系，说我女
儿也想和我一起去看望袁爷爷，未承
想杨秘书欣然答应了，并笑着告诉我：
袁老爷子很喜欢小朋友。
2018 年 5 月 16 日大清早，我就带
着女儿提前来到了湖南省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大楼前坪，父女俩心情都是无
比激动。
上了楼，杨秘书说袁老师还在会
客，让我们先在休息室等一等。过了
一会儿，魏斌主编也到了。九点多钟，
在杨秘书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袁院

笔者在采访袁
隆平院士时，请他
为职业教育题几个
字，袁院士欣然提
笔，认真写下了
“深耕职业教育 培
育大国工匠”十二
个大字。写完后，
还开玩笑地说，不
满意可以再写一幅。

士的办公室。袁院士见了我们，马上
起立和我们打招呼，并与我们一一热
情握手，当他把手伸向我女儿时，
女儿
迟疑了一下才伸出手，并礼貌地问袁
爷爷好。握了手，袁院士慈祥地问女
儿：
“小朋友，
读几年级了？”
“五年级。”
女儿显得有些拘谨，
第
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科学家，她还真有
些蒙了。
袁院士见我女儿身材单薄，
就关心
地对她说：
“现在咱们国家粮食年年大
丰收，
不像以前了，
你要多吃一点米饭，
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学习。
”
女儿频频点头，阳光透过薄薄的
纱窗，正好映照在她的脸上，
幸福溢满
了整个房间。
当我们问起袁院士在安江农校当
老师的经历时，袁院士的话匣子一下
子就打开了。他告诉我们，当年从长
沙到安江，坐的是烧木材的汽车，400
多公里的路程，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
赶到学校。
“ 现在坐高铁，两个多小时
就到了，国家建设真是日新月异啊！”
袁院士感慨。
聊起在安江农校的往事，袁院士
兴致特别好，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过
去 了 ，杨 秘 书 过 来 向 我 们 示 意 了 几
次。我和魏斌找了个机会，走到袁院
士的桌前，请他为职业教育题几个字，

袁院士欣然提笔，
认真地写下了
“深耕
职业教育 培育大国工匠”十二个大
字。写完后，
还开玩笑地说，
不满意可
以再写一幅。我站在袁院士的身后，
忙说：
“ 写得很好，写得很好！”袁院士
见我们很满意，
就起身对我们说：
“走，
我们去隔壁合影。
”
到了隔壁房间，
我们发现，
合影的
地方曾在各种新闻里多次出现。特别
是墙上挂着的一幅题为“湖南溆浦首
次亩产突破 1000 公斤”的照片，更是
让我们心潮澎湃。
袁院士先是让杨秘书给我们照了
一张合影，又一一与我们单独合影。
轮到我和女儿与他合影的时候，我和
女儿自觉地站在了袁院士的两侧。袁
院士见状，笑呵呵地对我说：
“ 小朋友
是国家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
他们才
是最重要的，
应该站在中间。
”
说完，
就
把我女儿往中间的位置拉，一张袁院
士站在后排，小朋友居中的照片就这
样定格了。
女儿去看望袁院士的消息很快在
班上传开了，
在他们看来，
能够得到这
么伟大的科学家的关心，是一件多么
荣幸的事啊！从那以后，女儿只要看
到有关袁爷爷的新闻，
就会格外关注，
俨然成了袁院士的铁粉。
我在采访结束后，很快写了两篇

关于袁院士的文章，相继在公开刊物
发表，
一篇题目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的 18 年职业学校教书生涯》，一篇
题目为《一块改变世界的试验田》。袁
院士的职业教育情，
也让我深受启发，
激发我不断去挖掘职业教育百年来的
先进人物。两年时间，我陆陆续续写
了 20 多位，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极
大地宣传了职业教育百年来的发展成
就，我自己也成为了国内专注于职业
教育人物撰写的专栏作者。
2021 年 5 月 22 日，我参加完全省
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活动，中午赶回家
陪女儿吃饭，
刚一开门，
女儿就哭着问
我：
“ 网 上 说 袁 爷 爷 去 世 了，是 真 的
吗？”我见女儿哭得稀里哗啦，就安慰
她：
“袁爷爷身体很好。
”
女儿见我说得
很坚决，这才擦了擦眼泪说：
“ 袁爷爷
身体这么好，肯定可以活过 100 岁。”
在女儿的心里，像袁爷爷这样的科学
家应该永远活着才对！
我上网一查，
发现果然是谣言，
于
是立马在微信群发了几张女儿和袁院
士的合影，点赞很快满屏。让人悲痛
欲绝的是，下午一点多，官网还是发
布了袁院士离开我们的消息。那一
刻，女儿正在书房学习，我知道，她
很快就会得到消息，我不忍心将这一
切告诉女儿，于是找了个借口，匆匆
下了楼。
回到家里，女儿异常的平静，我
在她的书桌上看见她正在写的一篇短
文，写的正是她敬爱的袁爷爷，题目
是 《一面》。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
到女儿长大了！
我常想，我和女儿之所以将袁院
士视为自己的亲人和学习的榜样，一
定是因为在 2018 年 5 月 16 日的这一
天，袁院士在我们心里种下了一粒真
善美的种子。我相信，这一粒种子，
就如同袁老师研究的杂交水稻种子一
样，已经在我们的心田生根、发芽！
（作者系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副
秘书长、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
会常务理事）

袁隆平的 18 年职校教书生涯
周勇
1953 年 8 月，23 岁的袁隆平从四
川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来到
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
讲授俄语、作物栽培和遗传育种等课
程，开始了长达 18 年的职业学校教书
育人生涯。

教学一线的“多面手”
学遗传育种的袁隆平在安江农业学
校讲授的第一门课，是和所学专业毫不
相干的俄语。那时全国处在学苏联、学
俄语的高潮，
学校正好缺少俄语老师，
在
大学期间学过俄语的袁隆平就被“赶鸭
子上架”了。据学生李楚甲回忆：
“ 袁老
师虽然不是俄语专业出身，但是教俄语
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组织我们唱《喀秋
莎》
《红梅花儿开》等俄语歌曲；
编写和排
练简单的俄语相声，自己还和学生一同
上台表演；动员我们和学校对口的苏联
学校用俄文通信，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
趣，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教了一个学期的俄语之后，袁隆平
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
担任植物学、作
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的教学工作 ，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
任。
“袁老师是个多面手，
除了上理论课、
教俄语，爱好文娱活动外，体育也很在
行，短跑、游泳称得上健将，早上带领我
们跑步、跳远，
热天带我们这群旱鸭子学
游泳，
带我们去黔阳太平实习，
跟我们一
起风餐露宿到雪峰山麓采集标本……袁
老师如同兄长般呵护着全班每一个同
学。
”
在袁隆平首批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的
座谈会上，年逾古稀的学生李安乐对半
个世纪前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学生眼里的良师益友
在 安 江 农 校 ，袁 隆 平 所 教 的 农 学
302 班级有个叫杨楚书的学生，家里特
别困难，好在他成绩好，享受到了学校
100%的助学金，还有点困难补助，这样
吃饭问题算是有了着落，但是穿衣却成
了问题。特别是对爱好体育运动的他来
说，能拥有一件运动衣可说是件遥不可
及的事情。袁隆平老师知道后，从家里
找来了一条自己才穿了几次的白洋布运
动裤。接过袁老师递过来的裤子，杨楚
书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这条凝聚

江西省上饶市第一小学

百年香樟葳蕤意 浓荫遍地势不凡
在江西省上饶市，已有百年建校
历史的江西省上饶市第一小学 （以下
简称“上饶市一小”） 在办学历程中
凝练“清正明达、合作创新、终身学
习、无私奉献”的“香樟精神”
，确立
了“好习惯成就一生”的办学理念和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为教师专业成
长铺路”的办学目标，特别是致力于
香樟课程建设，充分挖掘学生潜能，
校园里那棵葳蕤繁盛、浓荫遍地的百
年香樟树，便是上饶市一小百年发展
历程的见证人——

明确定位
打造“香樟文化”
在构建香樟课程体系的进程中，
上饶市一小经历了补充国家课程、开
设多元课程、完善整合课程三个阶

段，研发了“修身立德”“书香诗韵”
“五净德育”“五彩精灵”等具有自身
特色的校本课程，通过调整课时、丰
富节日文化，开设各类活动，有序推
动了“节日课程”“劳动课程”“阅读
课程”等课程的深入发展，并整合完
善现有课程，深化阅读课程影响力，
加重科技类课程比重，构建与时俱进
的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上饶市一小将好习
惯教育与“公民素养、学业基础、智
慧成长、特长培养”融为一体，进一
步确立了开创“1965”全员育人架构
的课程目标，即一个核心 （好习惯成
就一生）、九个维度 （九大好习惯）、
六条路径 （环境、课程、活动、教育
科研、班级管理、家校合作）、五大目
标 （培养文明少年、智慧少年、阳光
少年、书香少年、艺术少年），倾力打

造“香樟文化”，铸造“香樟良师”，
培育“香樟英才”。学校以“香樟精
神”为引领，树立“大课程观”
，将所
有课程分为德育类、专业型、拓展
型、校品类四大类，构建了“香樟课
程体系”。

纵向推进
推进课程落实
上饶市一小的“香樟课程体系”
在纵向上主要凸显四大类课程。
德育类课程是学校课程的根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将“爱国”的
思政核心精神融进学科教学中，形成
协同育人课程体系，围绕“红领巾文
化”推动思政教育目标，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并健全劳动教育体系，
配套劳动实践设施，认真开展劳动教

育，对学生进行劳动能力综合评价。
专业型课程是学校课程的主干，以
国家课程为基础，以各专业学科内容为
主，涵盖知识性课程 （语文、数学、英
语）、体艺类课程 （音乐、体育、美
术）、信息科技类课程 （科学、微机）
和综合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走出书本，
在各类领域去延伸，实现全面发展。
拓展型课程是学校课程的枝干，
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整合校本课程，
从社团课程、主题课程、节日课程、
研学课程多方推进，以实现“香樟课
程”对学校育人目标的特色化要求，
进行知识与能力的拓展，实现个性化
的发展目标。
校品类课程是学校课程的枝叶，
结合“书香校园”的建设，积极创建
书香课程 （国学诵读、经典午读、翰
墨飘香、书法展示、七色花阅读考

级）、校园文化课程、阳光体育特色课
程等，体现“香樟课程”的特色性、
创新性和综合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发
展需要。

横向拓展
启迪教育智慧
上饶市一小的“香樟课程体系”
在横向上主要凸显五大特点。
一是校品课程精品化，经过深入
调研，将每天 6 节 40 分钟的课改为 35
分钟，每天提出 30 分钟，分别在每天
上午增设 20 分钟的小课，下午增设 15
分钟的微课，开展特色校品课程，使
学生充分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为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开启了更多、更新的
发展领域。二是整合课程优势化，通
过开齐开足国家课程、研发八大系列

湖北省黄石市老虎头小学

灵动教育下每个“虎娃”都是多面手
在湖北省黄石市延安路，有一所
因地而得名的传统老校，它就是湖北
省黄石市老虎头小学 （以下简称“虎
小”）。六十三载栉风沐雨，虎小不断
考问教育本质，在虎小人看来，学校
教育应该提升儿童的灵性，充分尊重
儿童的天性，充分关注儿童在体格、
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和谐发展，
于是，这所学校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踏
上了灵动教育之路。

专属虎小的标签不止一个
踏入虎小的校门，即便是教学楼
靠马路边的小巷都可以用来做轮滑跑
道，侧门的一小块空间都被用来进行
乒乓球和小篮球的训练，仿佛校园的
每一寸土地都是体育运动的空间。走
进校园，计算机教室、安全体验教
室、少儿模拟法庭、心理咨询室、合

唱教室、舞蹈教室、文体中心等功能
室一应俱全。
一面是多彩的育人环境，一面是
多元的课程阵地，除开齐开足国家课
程外，虎小还开设了丰富的校本拓展
课程供学生选择，包括运动类、艺术
类、科技信息类、兴趣类等 4 个大
类，囊括了 20 多个小类。与其相对应
的，还有体育、音乐、美术和综合学
科方面的各类社团。
直抵教育本质的灵动教育，让学
生们沿着专属虎小人的教育之路不断
行走，从虎小走出的学生，个个基础
扎实，兴趣广泛，特长明显，全面发
展。而这个过程中，虎小也“顺便”
收获了外界对灵动教育的认可。学校
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全国
德育工作先进学校”
“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
特色学校”
“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

校”
“全国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
2018 年 6 月，虎小加入了“语文
主题学习”教学实验。实验之初，针
对教师在大量主题阅读丛书中消耗时
间的看法，谭杏芝校长亲自出马引导
教师转观念。之后，教师通过隔周大
组活动、小组活动相结合的形式，构
建了虎小特色的教研模式。在虎小人
看来，通过语文教学和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让学生喜欢读书、学会读书、多
读好书，是学生一辈子受益的大事好
事。
虎小传承经典的形式多种多样，
其中国粹——戏曲的普及是学校较为
典 型 的 范 例 。 戏 曲 社 团 成 立 于 2015
年，目前共有小戏迷 100 余人。小戏
迷们参加群众文艺大舞台演出、“百团
大赛”、《黄石春晚》 等各级各类演出
多达 10 余场 8000 余人次。郭欣怡同学
和她的队友演唱的京剧 《朱楼》 荣获

湖北省二等奖。
棒垒球运动充满生机活力，每个
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协同一致，为共同
目标而尽职尽责。虎小不仅是新世纪
以来湖北省首家引入棒垒球运动项目
的小学，2020 年还成为黄石市仅有的
一所备战第十六届省运会棒垒球比赛
项 目 的 学 校 ， 在 此 之 前 的 2019 年 7
月，学校软式棒垒球队作为湖北省仅
有的代表队出征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
赛，取得了全国第九名的好成绩，同
时获得“最佳实验学校”荣誉称号。

“345课程”培养灵动的“虎娃”
灵动教育之下，虎小确立了“健
康自信、活泼灵动的阳光少年”的培
养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根本还要依靠
课程。正如被无数教育者认同的那句
“支撑起学校底气的，终究还是课

程”
，对于承担起培养“虎娃”任务的
课程，学校一直在为这个课程体系注
入新鲜血液，如今，“三型四类五领
域”的“虎娃课程”体系框架已逐步
明晰。
“三型”是指基础型、拓展型和特
长型课程。其中，基础型课程是指国
家课程文件规定必须开设的课程，比
如，语文、数学等；拓展型课程是指
根据本校学生的学情，从国家课程衍
生出来需要凸显或强化某些目标内容
的拓展训练；特长型课程则指根据学
生在认知风格、能力和个性诸方面的
个体差异，采取因材施教和特长培植
类课程。
“四类”是指灵慧、灵悦、灵健和
灵雅四类课程，这是从人才培养的功
能定位上的分型。其中，灵慧类课程
是为学生奠定文化基础的课程，主要
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信息技术及

着至深师生情谊的裤子，一直陪伴着杨
楚书，
直到走上工作岗位。
在学生眼里，
袁隆平是老师，
但更像
是兄长。在安江 18 年的教学生涯，他送
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当很多学生已
经为人父母时，袁隆平却仍然是单身汉
一个。学生们都为他的婚事担心，有些
学生还给袁隆平当过红娘。由此可见袁
隆平和学生之间是多么的亲密无间！
曾经在安江农校农 303 班学习的李
安乐老人回忆，
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
只
要路过母校，就会去看望袁老师。凡是
有关袁老师的著作、报道、电影、电视和
新闻，同学们都会相互传播，哪怕是“袁
隆平”
的广告同学们也是百看不烦。

爱“鼓捣”的教书匠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袁隆平已然成
为一名优秀的农校专业课教师。可是袁
隆平并不满足于在课堂里讲农业技术，
他
喜欢把学生带进田野，
获取直接经验，
增
强动手能力，
他认为知识要在观察和实践
中获得，
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获得。
1956 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
当时的袁隆平便决定在教学之余，真正
搞点研究。在他的组织下，安江农校成
立了第一个科研小组。他们把西红柿嫁
接到马铃薯上，
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
茎
上结满西红柿；
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
希
望得到新型的瓜种。嫁接的作物成活
了，
长势也不错。
袁隆平后来回忆：
“西瓜嫁接在南瓜
上，当年结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
瓜不像西瓜，
拿到教室让学生看，
大家哄
堂而笑，
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
不好吃。
”
第二年，袁隆平按照无性繁殖学说
的定义，把培植这些奇花异果所获得的
种子种到了试验田，却发现所获得的优
良变异并没有保存下来。这让袁隆平对
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产生了极大的疑
问，这些疑问对之后袁隆平走上杂交水
稻研究之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为一名育种专家，人民尊称袁隆
平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
的！作为一名有着 18 年农村职业学校
教学经历的老师，学生尊称他为“良师
益友”
，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写于 2018 年 5 月，有删节）

的校本课程、开展五大板块的社团活
动，最大限度地优化教学资源。三是
主题课程特色化，通过开展主题活
动、主题竞赛，对学生思想品德、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进行有效引导，实
现个性特长的培养。四是评价课程多
元化，在传统的学业评价外，自主研
发多项评价课程，让学生从多个维度
实现做更好的自己。五是节日课程品
牌化，将教育活动日与培养“有责
任、肯担当、有内涵、懂合作”的育
人目标紧密结合，充分体现核心素养
的培育。
立足于促进学生幸福成长的“香樟
课程体系”的有效落实，不仅凸显了教
育情怀，也启迪了教育智慧。近年来，
学校在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等方面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先后获得全国首届文
明校园、全国雏鹰大队、全国优秀少先
队大队、江西省首届文明校园、省中小
学实施素质教育示范学校、省内涵式发
展基地校、省德育示范学校等多项国家
级别、省级荣誉称号，找到了学校教育
与核心素养的契合点，并且更加坚定地
行走在以“香樟课程体系”为核心的特
色教育发展的道路上。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第 一 小 学 校 长
程一红）

科创 等 学 科 ， 这 类 课 程 在 人 才 培 养
体系中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有
文化”和“变聪明”。灵悦类课程是
在传统的“知性德育”基础上，融
入“生活德育”的元素，充分挖掘
教育教学中的情感、意志因素，从
而起到培情、正品、育心的作用。
灵健类和灵雅类课程则指有效开设
体育课程，切实增进学生的体质；
多渠道开设音体美技艺类课程，激
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特长，提
高学生的才干和表现力。
“五领域”是基于 《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 目标体系，学校结合学科
之间的联系和共有属性，将课程进行
分类整合，统整为品德与生活、语言
与阅读、数学与科创、艺术与审美、
体育与健康五大范畴，并形成各领域
课程的具体目标体系。
灵动教育引入校园究竟会给学校
教育带来什么？虎小校园里一张张灿
烂的笑脸和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身影，
就是对灵动教育极好的诠释。采撷了
秀色与灵气的虎小，正以其强大的生
命力、超前的办学理念、人性化的管
理、创新的工作方法，开拓进取，让
灵动教育在荆楚大地上大放异彩！
（石婧怡 李晶 胡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