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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郗会锁就向往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1994年，他迎来
人生第一次大考，以优异成绩如愿考
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四年
后，他背起行囊，坚定而匆忙地走进
衡水中学的大门，迈上盼望已久的三
尺讲台。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参加工作
的第一年，郗会锁就担任了高一班主
任。为了备好一节课，他查资料、访
老师、研教材、研学生、研教法，提
出并实行了历史课堂五五教学法、习
题处理三部曲等；为了激励每一名学
生，他推行了“星光大道”“华山论
剑”“值日班长”“班级十最”等一系
列班级管理举措，唤醒学生的发展内
驱力；为了不断反思提高，他养成了
写教育日记的习惯，每天把工作中的
一点感悟、一点激动、一点挫折写下
来，让工作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各
种各样的笔记本，他自己也记不清用
了多少个。

郗会锁教历史，学生们都爱听。
“诙谐、有趣，上完一节课痛快、充
实。”学生们都这样说。

2001 年 8 月，由于工作肯干、
业务突出，他被任命为高三年级主

任。2004年，郗会锁的孩子出生。
他每天晚上查完晚休到医院陪床，早
上五点半就到校陪伴学生。正是这一
年的教师节，刚刚30岁的郗会锁被授
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成为衡
中建校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教师。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坚守一
线，20余年送走了14届毕业班，从
没有挑拣过一次岗位、没有推脱过
一件工作。当了中层干部以后，有
人劝他把班主任、任课教师的工作
推掉，他却回答：“我不能离开学
生，和学生打交道是一种乐趣，教
书育人是我今生不变的选择。”被任
命为学校副校长后，他仍担任班主
任、教历史课，送走了一届毕业班。

2013年，郗会锁开始分管德育
工作。他积极推行大德育观，实施

“三一六”德育工作体系，创新德育
活动、学生管理、家校合作等工作，
给学生终身难忘的教育。2015年12
月，衡中德育团队被河北省委宣传部
授予“燕赵楷模”称号。

2018年 5月，被任命为学校党
委书记、校长后，郗会锁仍坚持每周
深入课堂听课，并走上讲台，给学生
上人文课、思政课。

不变的人生选择

郗会锁十分怀念和看重自己两次
远赴新疆巴州和西藏阿里的支教经历。

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郗
会锁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新疆巴州，
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华山中学
党委委员、副校长。

其间，他创新推行了十八岁成人
仪式等一系列改革，深深影响着华山
中学并辐射到新疆其他学校，为华山
中学及新疆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郗会锁也被该校授予“领雁奖”。“会
锁有激情、有担当、有作为。”华山
中学校长邱成国对他赞不绝口。

2016年 7月，作为河北省第八
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郗会锁又踏上
了奔赴西藏阿里支教的行程。

从平原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
原，阿里地区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
地的一半，头疼、胸闷、失眠等症状让
他寝食难安，但当地师生的求知欲望
深深地感染了他。有一次到县里讲
学，抵达学校已是傍晚，赶上停电，但
老师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听报告、记
笔记、互相交流，直到深夜……那一
刻，他眼眶湿润了。

考虑到阿里的老师们赴内地学习
成本高，郗会锁想给他们留下一份珍
贵的礼物。

于是，他经常深入阿里地区的
20多所学校听课、调研、作报告。
第一年，他就累计听评课150余节，
作报告20余场，座谈交流几十次，

写下了近10万字的工作笔记。在他
的努力下，阿里教师在自治区2017
年教学比赛中，捧回4个一等奖等共
计16个奖项。他还带领教科所工作
人员，初步制定了阿里未来5到10
年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行动计
划”，共计5万多字。2017年10月，
他还应邀到拉萨、昌都等地区，把先
进经验送到当地学校。

“双推进”工作是阿里教育的大
事。为了日土县的义务教育均衡验收
和普兰县的素质教育评估验收能顺利
通过，郗会锁不怕路远道难，几乎走
遍了所有学校，仅普兰县就去了八
次。经过艰苦努力，日土和普兰顺利
通过自治区评估验收。郗会锁曾写下
了一首《小重山·援藏有感》，表达
激动之情：“人至不惑意尤侠。只身
向天涯，驰骏马。万里尽享酥油茶。
百川源，风雪映莲花。看戈壁黄沙。
边地荒崖处，有人家。蓝天碧水多豪
气。千山祖，丹心展风华。”

2018年5月，支教结束。在即将
返程之际，很多当地老师不畏路途遥远
前来送行。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一杯杯
饱含深情的青稞酒、一首首优美动听的
歌曲，让郗会锁又一次热泪盈眶。

“生有涯，而爱无涯。爱我所
爱，做我所愿。我为我的选择无怨无
悔。”23年，郗会锁践行了初登杏坛
的誓言。如今，他依然在不停寻找，
不停思考，不停创新，不停前行。

两次边疆支教献真情

从初登讲台到执掌一校，从
冀中平原到西部边疆，他始终坚
守初心，高扬精神之旗帜，用爱
与责任一路播洒教育之芬芳。

“不忘初心培桃李，精神立
校育繁星。”23年来，河北衡水
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郗会锁脚踏
实地、躬耕前行，用行动生动阐
释了青春本色、师者情怀。

郗会锁是个充满激情的人。
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是他

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担任学校党委
书记、校长后，他更是以校为家，只
要不出差，早上5点40分准时到达
操场陪伴师生跑操，晚上10点30分
查完宿舍，还要在办公室对一天的工
作进行反思或者学习充电。他的办公
室摆满了书，每天读书做笔记的好习
惯已经保持了20多年。即使出差，
他也会利用途中空闲时间读书。

“我从不把工作当作一种负担，
而是一种快乐。也许有时会感到疲
惫，但只要看到学生们的笑脸和进

步，我就有无限动力。”郗会锁如是
说。

“事业不允许我停下脚步，为了
使命我将继续向前。”扎根衡中20余
年，郗会锁深知衡中的辉煌是从哪里
来，也更加清楚要带领衡中到哪里
去。作为这艘行驶在风口浪尖的航船
的把舵人，郗会锁更需要稳定心神，
谨慎从事。

在郗会锁看来，学校应该是一个
精神特区。点燃师生激情，让更多孩
子通过勤奋学习、努力奋斗遇见更好
的自己、收获人生喜悦，是教育的本
真和题中之义。为此，他明确提出了

激发学生发展活力

“精神立校、文化治校、创新兴校、
实干强校”四大办学战略，积极推行
了“大安全观、大德育观、大课程
观、大考试观、大发展观”五大行动
指南，深入开展了“知我爱我荣我、
知家爱家荣家、知班爱班荣班、知师
爱师荣师、知校爱校荣校、知国爱国
荣国”六知六爱六荣教育，并广泛践
行了“无体育不衡中，无活动不衡
中，无歌声不衡中”“无梦想不青
春，无激情不青春，无奋斗不青春”
的育人理念，有效完善了具有衡中特

色的教育理论体系。
且行且思，且思且行。他进一步

深化改革，优化对学生内务、作息、
就餐、社团等方面的管理，让学生管
理更加高效，真正让学生实现学得痛
快、玩得痛快、吃得痛快、睡得痛
快；积极推行“一课三备、两候、三
情、四声、五实、六度”的好课体
系，唤醒学生主体意识，让课堂教学
回归本真；进一步营造学校精神特
区，培养学生的家国精神，激发学生
发展活力和成长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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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会锁，河北衡水中学党委书记、

校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第13期
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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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沂蒙革命老区，有一位被进城务工
人员的孩子们称为“幸福妈妈”的人，她
就是山东临沂幸福树四点半学校校长李
燕。

“我最爱看的就是学生家长的那张张
笑脸，是那样的灿烂和透彻，看着看着就
受到感染，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了。”李燕说着说着就激动得流下眼泪。

采访李燕的那天，正是下午放学的时
候。傍晚，太阳已经落山，李燕目送着最
后一个家长领着孩子走出学校。这时她才
喘口气喝口水，然后向记者讲起自己办学
的经历。

“2000年左右，我完成了第一次创
业，做的是酒店行业，每年安置女性员工
110余人。这些员工最多的是年轻妈妈，
她们的孩子大都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每
到周六周日，因无人照顾孩子，她们就把
孩子带到单位，孩子经常是一部手机玩一
天，家长们忧心忡忡，哪有心思干好工
作？”李燕说。

怎么办？李燕想了好多办法，可效果
一直不明显。直到2009年，她的女儿也
上了一年级，迫使她下决心解决这个问
题。她在单位内部专门开辟了一个区
域，建起了“妇女儿童爱心家园”，周六
周日聘请专业老师给孩子们讲“岳母刺
字”等家风家教故事，指导孩子课外阅
读。她还利用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
等节日，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我为父母
尽孝心”活动，并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
打扫卫生。

通过一系列的家风、家训、家教和
阅读活动，孩子们知道感恩了，玩手机
的坏习惯逐渐改掉了，并养成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学习成绩得到了提高。其中
的典型是职工刘长虹，她初到酒店上班
时，女儿才6岁，由于在“妇女儿童爱
心家园”里养成了阅读习惯，她的女儿
成绩不错，后来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
看到自己职工的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
李燕说“自己足足幸福了一把”，她从内
心体会到创办“妇女儿童爱心家园”带
来的幸福。

大约到了2016年，当地小学生下午
放学时间普遍变成下午四点钟。这给双职
工家长带来了一道猝不及防的难题。特别
是那些进城务工的家长，他们经济基础
弱，住房条件差，没有老人帮着接送孩
子，有的想起孩子放学后没人管、抱着手
机整天玩，就急得要哭。

临沂地处苏鲁交界，是江北著名的商
品集散地，每年来临沂务工的家长都在十
万人以上。这个庞大群体的子女放学以后
怎么办？于是，李燕又做了第二件事：办
四点半学校。

“我没有做教育的经验，只好到北
京、上海、深圳等教育发达城市找专家取
经。尤其到北京，听到专家说‘最好的教
育是阅读和陪伴’，坚定了我要做‘幸福
树大阅读’的信念。”李燕说。

“幸福树”是李燕公司的名字，但是
她把原来公司挣到的钱几乎都用在了为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办教育上。5年来，她以

“让阅读成为孩子的习惯，为孩子插上腾
飞的翅膀”为使命，用心用力用情做好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的阅读工作。先后投资
600余万元建设幸福树四点半学校公益图
书角400多处，每天接待5万多名孩子同
时阅读。为留守儿童捐款、捐书、捐学习
用品等，折合人民币达300余万元。每天
下午四点钟放学后，孩子们便兴致勃勃地
阅读起来。

为了巩固阅读成果，李燕提倡家长带
头阅读，举办“幸福妈妈亲子阅读公益讲
堂”，邀请教育专家到现场或者通过视频
讲授阅读课，先后帮助3万余名妈妈掌握
了亲子阅读的方法和经验。“每当孩子们
亲切地喊我‘幸福妈妈’时，我便感到自
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李燕露
出满足的笑容。

“在帮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书成才
过程中，我也收获了成长。”李燕说，只
要看到或听到有名人讲座，她就去学
习。今年5月，听说北京大学语文教育
研究所所长、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
编温儒敏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作学术讲
座，李燕没顾上吃午饭就向济南赶。“听
完温教授关于‘语文教育’的演讲，我
心里更加亮堂了，引导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爱读书读好书，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也确实值得全身心投入。”李燕说。

近年来，李燕被山东省委宣传部评为
全省第五届“优秀阅读推广人”，被临沂
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她创办的幸
福树四点半公益学校被山东省委宣传部表
彰为“阅读示范基地”。

“幸福妈妈”的
那些幸福事儿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扫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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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着学校大门出入口的一楼办
公室里，一位架着金丝眼镜的女教师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个蹦跳着走进
校门的小学生。不一会，她便笑着起
身朝门外走去，还没走到门边，孩子们
欢快地围拢过来，“校长妈妈”“校长妈
妈”地叫个不停。

这位女教师就是湖南省郴州市宜
章湘粤学校小学部校长李玲玲。在老
师、学生的眼里，李玲玲就是个风风火
火的“救火队长”，哪里有困难就出现
在哪里，带领全校师生将这所以乡镇
寄宿生为主要生源的学校，办成了质
量在县城位列前茅的名校。曾经带着
孩子到外地求学的家长，纷纷把孩子
送回了这里。当地人说，这是学校“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式的进步。

临危受命，救县域大班额之急

2016年，已经在宜章三小任副校
长10年的李玲玲，各项工作顺风顺
水，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在这所县城最
好的小学里干到退休，可不承想有一
天，宜章县教育局的领导忽然找她谈
话，要把她调到一所民办学校任校长。

李玲玲当时心里有点打鼓，虽说
这所民办学校办学环境很优美，但教
学质量、师资队伍，尤其是生源，都跟
宜章三小没法比，过来之后能不能胜
任、办不办得好，都没有底。但是当教
育局领导特别提到，这是县委、县政府

在对全县教育资源进行通盘考虑，进
一步提升民办学校办学潜力，缓解城
镇化进程中越来越严重的大班额问题
作出的战略决策时，她一下子就想通
了。

“作为一名特级教师，我义不容
辞。”李玲玲说。就这样，“救火队长”
李玲玲到宜章湘粤学校小学部走马上
任，开始了她提振民办学校、缓解大班
额的“救火之旅”。

整体来看，宜章湘粤学校小学部
办学条件和设施都不错，但由于是民
办学校，教师流动性较大，生源以乡镇
农村寄宿生为主，学校课程体系并不
完善，这都是李玲玲“救火”之初必须
面对的挑战。

5年过去了，李玲玲交上了一份
满意答卷。她到湘粤学校之后，学校
教学质量逐年攀升，2019年、2020年
毕业会考，多个年级科目检测均排名
全县第一，学校多次荣获省市各级各
类荣誉称号。最主要的是，在校学生
数节节攀升，由2016年的650人上升
到目前的1769人，已满学位运行，基
本实现当初县教育局委派她过来的目
的。

最大的改变，还是学校在老百姓
中的口碑。李玲玲介绍说，以前学校
招生要“校领导带小分队走村串户、教
师人人有任务”，现如今成了“家长带
着孩子争先恐后主动来校报名”。

自我发热，给教师传递阳光

尽管湘粤学校有着近20年办学
历史，但是仍然面临教师队伍不稳定
的难题，教师流动性大，对学校的归属
感、责任感差，团队凝聚力、战斗力不
强。为了补齐这一短板，李玲玲一上
任，就把提振教师队伍放在重要位置。

提振教师精气神，从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给他们送温暖做起。李玲玲
把每位教师的生日都记在台历上，生
日那天，教学楼里的电子显示屏滚动
送祝福；哪位教师或其父母生病住院，
她都会领队前去探望；有教师遇上了
生活或工作上的困难，她第一个伸出
援手……

在同事眼里，李玲玲既是严格的
校领导，也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更
是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儿的“救火
队长”。

初到湘粤学校，李玲玲发现学校
老师相互了解程度不高，尤其是年轻
教师，归宿感、融入感不强，李玲玲就
定期策划举办教学沙龙，带头和大家
分享教研心得。读书体会、教学故事、
个人才艺表演……渐渐地，老师们都
打开了心扉，教学沙龙也有了个时髦
的名字——“湘约讲堂”。每周一次的

“湘约讲堂”，成了教师们相互学习、互
通有无、畅所欲言、释放情绪的平台。

很多老师都说，李校长体贴，最会

关心人。李玲玲却说，自己只是设身
处地地站在老师们的角度想问题。

“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
求他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李
玲玲这样说，也这样做。每天，她总
比其他老师到校早、回家迟，假期宁
可自己辛苦一点，也尽量不安排其他
老师加班。

“教师作为一项育人的职业，所
服务的对象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只有
每位老师的内心充满阳光和温暖，他
们才有能力把这些光和暖传递给学
生。”这就是李玲玲自我发热的动力。

学生口中的“校长妈妈”

从教32年，李玲玲坚持每年都
到学生家中家访，正是因为这样的执
着与对学生的关爱，李玲玲被很多家
长记住了。

湘粤小学大部分学生是来自各乡
镇的住宿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位。同时，不
少家长只在乎成绩，忽视孩子的思想
品德教育。

“因此，学校和老师既要想方设
法弥补家庭教育的空缺，肩负起家长
的责任，营造家的感觉，又要通过落
实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效
果，还要把德育摆在首要位置。”李
玲玲说。

针对学生远离父母、缺少关爱的

情况，学校要求班主任和生活老师时
刻关注每一个学生，既教他们基本生
活技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又帮助
他们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同时
学校还发起“爱自己也爱别人”的活
动，让孩子们在生活中能够发自内心
地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学会自我照
顾，做自己的主人。

没有父母的关照，一些刚入校的
学生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为此，学
校举行“伸伸手弯弯腰”的主题活
动，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主动
捡拾地上的垃圾；围绕德育教育，

“每周一小主题，每月一大主题”，孩
子们在有声有色的主题活动中获得滋
养。

学校还专门成立“学有所成”办
公室，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制定专
门方案，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配
备一位有力的帮扶老师，每位帮扶老
师定期对其进行生活、学习、心理上
的帮助和疏导，让孩子内心阳光，健
康快乐地成长。如今，学生都亲切地
称呼李玲玲为“校长妈妈”。

“我要求每位老师把对学生真诚
微笑当成本能，把细致入微的关怀
当成责任。”当问到她让这所民办学
校“涅槃重生”的秘诀时，李玲玲
说，办好一所学校，只要能做到想
师生之所想，急师生之所急，就足
够了。

有困难就出现的“救火队长”
——记湖南省郴州市宜章湘粤学校小学部校长李玲玲

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