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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阳光

“我工作， 我快乐； 我生活， 我阳

光。” 这是桂贤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

她心中， 爱学生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

艺术， 最重要的是走近学生、 了解学生，

才会懂得如何去爱学生。

教学一线工作30年、 期间乡村教书

12年； 共带过18个毕业班、 当过1000多

名孩子的班主任； 近10年来， 桂贤娣更

是充分发挥其湖北名师、 特级教师的作

用， 参加各种课堂节目和讲座， 将自己

的成功经验、 成长历程和盘托出， 为家

长和年轻教师们排忧解难， 为广大农村

地区的教师培训和教育发展尽心尽力。

据不完全统计， 她所培训过的教师已超

过5万名。

“我本是一名乡村女教师， 我也是在

乡村教师的培养、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桂贤娣说， 尤其是她的小学老师姚青枝，

在她偷吃邻居家豌豆被父亲责罚不让吃

饭时， 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到她家家访，

告诉她父亲她的学习有多棒， 让她既吃

上了饭， 又改正了错误。 儿时沐浴着老

师的爱， 使她有着幸福的童年， 所以她

也要给孩子们的童年以幸福。

“只有幸福的教师， 才会教出幸福的

学生。 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 我是幸福

的。” 桂贤娣一直这样认为。

不仅爱学生， 桂贤娣也爱自己的家

庭。 曾有人问她：作为一名优秀班主任、模

范教师，你还经常家访、支教，付出了那么

多的时间和精力，你的家人没意见吗？ 桂

贤娣表示，当工作与家庭同时需要她的时

候，她会掂量一番，哪个急、哪个重要就放

在前面。“尤其是女性，工作家庭两者兼得

尤为重要，这样才会带着良好的心态和积

极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样我们才能

承担起为人师、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子女

的责任。 ”

“教师桃李满天下， 也应该教育好自

己的子女。” 在桂贤娣看来， 老师的子女

和自己的学生应该同步成长， 因为老师

的子女也是祖国的未来、 家庭的希望。

2004年， 桂贤娣的女儿考入北京外国语

大学。 如今， 已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找到

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桂贤娣说： “尽管我不漂亮， 但是

我很可爱。 每天早上， 我都会对家人说

一声‘早上好’， 每次下班一进门， 我就

大声说‘我回来啦’。 课堂以外， 我要享

受生活， 要锻炼， 要逛商城， 要看医生，

要孝敬长辈， 要相夫教子， 要享受天伦

之乐， 要为学生做快乐的榜样。”

“每天有一些小成绩、 小进步、 小满

足， 这样， 你的生活才会充满阳光。 有

了阳光的心态， 你才会把阳光播撒到每

个孩子的心中。” 桂贤娣这样阐释自己的

幸福观。

桂式家访

桂贤娣说： “作为班主任， 要学会

借助家长的力量， 家校合力提升教育质

量和教育效果。”

有一件事令桂贤娣记忆犹新。 那时，

她刚参加工作不久， 班上有个小男生屡

次违反学校纪律， 她决定家访。 谁知当

她拿着小男生亲手写的家庭住址去家访

时却吃了闭门羹， 因为孩子故意把门牌

号码写错了。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桂贤娣，

她决定改变家访策略， 变报忧为报喜。

熟悉桂贤娣的人都知道， 她家访的

原则是“生进师访”， 即“学生进步了，

我就家访， 再进步， 我再家访！” 她认

为， 激励性家访是一种鞭策， 能鼓励学

生不断上进。

黄娅， 一个胖胖黑黑的六年级女生，

学习老跟不上。 一次数学小测验， 黄娅

居然及格了， 桂贤娣高兴地登门家访。

第一次家访后， 黄娅渐渐不躲着老师了，

学习也自觉了， 于是桂贤娣再次家访，

并欣喜地告诉家长黄娅各方面的进步。

桂贤娣身体不好， 黄娅担心老师家

访不便， 特意送给她一个手电筒照明，

这个手电筒能装6节电池， 光亮能照很远

很远。 黄娅说： “我要让桂老师多到我

家来。” 黄娅的母亲在电话中感激地说：

“桂老师， 是您与众不同的家访使我的孩

子抬起了头！”

“家访能拉近老师与家长间的距离，

只有上门家访， 学生和家长才会把老师

当作朋友， 才会说真话。” 尝到家访甜头

的桂贤娣乐此不疲， 从教30年来从没有

间断过。

桂贤娣说， 家访交谈的地点， 最好

选在学生的房间， 既可照顾一些家长的

感受， 也便于观察学生生活的细节， 可

以帮助老师全面了解学生。 “家访时的

语气、 态度一定要平和友善， 切忌高高

在上。 像朋友一样和家长聊天， 家长才

能打开心扉， 畅所欲言。”

班上有四五十名学生， 怎样才能做

到个个了如指掌？ 桂贤娣说， 她会提前

家访。 “每年7月中旬， 和上任班主任交

接班时， 我会查看班主任手册， 找到学

生的家庭住址， 然后利用暑假提前家

访。” 虽然顶着酷暑， 还牺牲了休息时

间， 但桂贤娣说， “通过家访架起家校

‘连心桥’ 很值得也很有意义， 而且对教

学也很有帮助。” 于是还没开学， 她就与

学生、 家长相当熟悉了。

从教30年来， 桂贤娣家访了无数的

孩子， 却没有多少时间陪自己的女儿，

“作为母亲， 我真的是愧疚。”

一个严冬的下午，桂贤娣与同事一起

去家访，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她这才想

起自己的女儿还在幼儿园。 当她急忙赶往

幼儿园时，看到孩子在马路边痴痴地等着

她。 桂贤娣上前一把搂住女儿，什么也说

不出来……女儿在桂贤娣的怀里号啕大

哭：“妈妈，我数了17辆70路车，你还没有

来，我就来车站等你了。 ”桂贤娣抱着浑身

冰冷的女儿，愧疚万分：“妈妈对不起你。 ”

今年， 已51岁的桂贤娣仍一边忙着

教学、 一边奔走在家访路上。 有人劝她，

现在与家长联系沟通的方式太多了， 打

电话就可以， 没有必要劳心费神去上门

家访。 但桂贤娣总是微笑着回答： “大

灵通， 小灵通， 永远也代替不了和家长

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

情感教学

钟家村小学教师刘颖， 是桂贤娣的

徒弟。 她说， 在教学上， 桂老师一直在

探索： 如何以丰富的教学场景， 让学生

在课堂上兴趣盎然、 流连忘返？

刘颖至今还记得桂贤娣第9次执教

《小英雄雨来》 时， 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是要与前8次的教学不一样。 在反复揣摩

之后， 桂贤娣发现课文中拟声词用得很

精彩， 于是便萌发了让学生用拟声词说

话和写作的想法。

“当桂老师读到‘夜晚母亲起来添桑

叶喂蚕’ 时， 声音颤抖起来， 渐渐地，

她的声音哽咽了， 双颊滑落下激动的泪

水， 她哭了。 通过桂老师声情并茂的朗

读， 我仿佛看见了那个满头银丝的母亲，

那张布满皱纹苍老的脸……” 一名学生

在日记中， 如此回忆桂贤娣执教的 《春

蚕》 一课。

“我上讲台5秒钟后就不是我了， 而

是文中的人物了。” 讲到自己的课堂教

学， 桂贤娣满眼都是真情和喜悦。

朗读课文声情并茂， 或激昂， 或凄

凉， 或高亢， 或低沉。 这是听过桂贤娣

课的老师和学生的感受。

其实， 桂贤娣的“声情并茂、 感染

力强” 不是天生的。 恰恰相反， 出生在

农村的桂贤娣， 普通话起初并不标准。

为了上好课， 她虚心拜普通话很棒的女

儿为师。 “老师， 请听一下我哪些字的

发音错了。” 桂贤娣在家朗读课文时， 一

直都喊女儿“老师”。

桂贤娣认为， 有了对教学的真情，

很多繁杂的事情都可以做得有声有色。

在她所带的“桂贤娣名师工作室” 团队

中， 有人反映， 拼音复习让低年级语文

教师头疼， 稍不留神， 就会陷入“死记

硬背” 的窠臼， 教师教得乏味， 学生听

得无味。 知晓了青年教师的困惑， 桂贤

娣主动邀请大家来看她是如何将拼音学

习变成“玩” 的。

每个孩子发10根铜丝和5粒大米，当

老师说出一个拼音时，学生就用铜丝和大

米摆出这个拼音。 铜丝很容易成形，学生

可自由弯出拼音字母，而大米，就是诸如

“i”这样的字母上的那一点。看似简单的游

戏，孩子们玩得兴趣盎然，有的孩子甚至

回家了还缠着家长一起玩这个游戏。 年级

拼音检测， 桂贤娣所带班是成绩最好的，

这让青年教师大为折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当桂贤娣的情

感教学之路迈出第二个10年的时候， 她

终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学语文情感

教学” 风格。 “她用独具感染力、 声情

并茂的朗读， 拨动学生心弦， 激发学生

情感， 使学生和教材中的内容产生共鸣，

这就是‘教育心理场’， 这就是小学语文

教学的魅力！ 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

人！”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理事、 华中师范大学杨再隋教授如

此评价道。

因生给爱

1982年9月， 桂贤娣从师范毕业，

回到她的母校———武汉市洪山区九峰

乡尤庙镇尤庙小学教书。

叶辉至今清楚地记得， 1982年自

己在尤庙小学上二年级时， 班里来了

一位新语文老师，她年轻爱笑、身材娇

小。 有一次，叶辉在家里玩耍时不小心

腿摔骨折了， 这个新老师就经常叫他

中午在自己家里吃饭、 做作业……每

当父母不在家时， 新老师就背着自己

上下学， 甚至上厕所， 都是新老师把

他背到男厕所门口， 再让同学扶他进

去。 渐渐步入寒冬后， 新老师担心他

腿着凉， 就将自己的旧毛衣拆掉， 给

他织了一条似毛巾非毛巾、 似围巾非

围巾的“绑腿”， 每次爸爸来接他的时

候， 新老师就帮他绑上， 以免伤腿受

凉。 这个让他终身难忘的新老师， 就

是桂贤娣。

经常有年轻老师向桂贤娣抱怨：

为什么我对学生付出了这么多爱， 学

生却没有感受到？ 桂贤娣常常会劝慰

她们说，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更重要

的是“会爱”， 要智慧地爱、 得体地

爱、 恰到好处地爱、 能激发学生真挚

情感地爱。

桂贤娣曾屡屡给自己提出“三

问” ———“你爱你的学生吗？ ”“你会爱

你的学生吗？ ”“你的学生感受到你的爱

了吗？ ”在频频自问当中，在与学生多年

的接触和交往中，桂贤娣摸索出了一套

内容为“体弱生爱在关心、病残生爱在

得体、过失生爱在信任、屡错生爱在严

厉、向师生爱在珍惜、背师生爱在主动、

个性生爱在尊重、 普通生爱在鼓励、进

步生爱在赏识、后进生爱在鞭策”的“班

主任因生给爱十法”。

桂贤娣的信任让所有的学生记忆

犹新。 有一年寒假刚过， 新学期开学

时， 刘浩同学拿出压岁钱———新版的

崭新的20元人民币， 得意地在班上炫

耀， 吸引了众多眼球。 广播体操结束

后， 刘浩发现自己的钱不翼而飞了，

便哭着来找桂贤娣求助。 桂贤娣想了

想，回家后准备了64个红包， 在下午放

学之前， 将64个红包悉数发给全班64

名学生， 她说：“同学们，今天我们班刘

浩同学不小心丢了20元钱， 桂老师相

信同学们会把这件事处理好！ 同学们

都知道， 桂老师从来不骗你们， 这64

个红包都是一个样儿， 没有做任何记

号， 请同学们今天回家， 把自己觉得

该装进去的东西装进去， 明天早晨交

到讲台上面。” 第二天， 64个红包如数

放在了讲台上， 那张新版的20元人民

币就在其中的一个小红包里面。“到今

天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 也没打

算弄个究竟， 因为这并不重要。 但是

我敢肯定的是， 这个同学一定铭记了这

件事， 也永远铭记了桂老师对他的尊重

和信任。” 桂贤娣说。

对学生给予的爱， 桂贤娣无比珍惜。

有一次， 桂贤娣的咽喉炎犯了， 学生张

舟跑到药店买药， 并悄悄地放到桂贤娣

的抽屉里， 还附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

道： “桂老师， 这个药特有效， 上次我

爸一吃就好， 你可一定要吃啊！” 桂贤娣

感激地拿起药， 一看才发现是戒烟糖！

于是笑着送给了学校的男老师。 过了几

天， 桂贤娣的嗓子有所好转， 课上， 她

看见小张舟一节课都面带笑容。 一下课

小张舟就高兴地跑到她面前， 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大声说： “桂老师， 怎么样，

我那个药灵得很吧！” 桂贤娣笑着摸摸他

的小脑袋瓜， 使劲地点点头。

对于俗称的“中等生”， 桂贤娣一直

都悄悄地鼓励。 桂贤娣曾给一名普通生

写过这样一份鉴定： “康康， 你的作文

是我们全班师生最好的精神食粮， 你的

课堂发言给伙伴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你

关心集体和礼貌待人的言行给同学们树

立了榜样。 如果在做作业时， 你能特别

注意汉字书写是不是整齐就更好了！ 你

是个聪明求上进的孩子， 相信你会明白

老师这番话的含义。 注意： 寒冬将至，

不要随意脱掉外衣， 本学期， 你吃药难

受的苦相， 叫老师想起来都心疼！ 衷心

地希望你学习、 身体像你的名字一样健

康向上！” 康康的爸爸看了这样一份鉴

定， 激动地说： “桂老师， 这是我迄今

为止看到的最真诚、 最暖人的学生鉴定，

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康康的鼓励、 提醒和

关怀。 我对儿子说： 你有一个这么好的

老师， 可不要辜负了她呀！”

对于病残学生， 桂贤娣最关心的是

他们的心理感受。 她曾带过一个漂亮的

小姑娘叫吕晶， 被诊断得了癌症。 这个

不幸的女孩， 不怕打针吃药， 不惧化疗

反应， 唯一担心的是头发掉光了， 不戴

帽子不好见同学， 戴上帽子又怕被同学

笑话。 得知吕晶的小心思后， 桂贤娣专

门到武汉的汉正街买了64顶小红帽， 家

访时悄悄地给了吕晶的家长一顶， 让孩

子上学时戴上。 上学那天， 吕晶在父母

的陪同下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 她偷偷

地扫了一眼教室： 一片红色跳进她的视

线。 她赶忙抬起头来， 原来其他63名同

学都戴着小红帽， 而且和自己的一模一

样！ 吕晶一看， 高兴地回头说： “爸爸

妈妈， 你们回去吧！” 从那以后， 班上每

天都有五六个同学戴着小红帽， 一直到

吕晶长出头发。

如今， 在钟家村小学“桂贤娣名师

工作室” 的共同努力下， “因生给爱十

法” 已经丰富为十五法， 并更名为“因

生给爱教育法”。

喜欢看动物世界， 会唱 《喜羊羊与灰太狼》 的主题曲， 曾给学生编过21种辫子。

中学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 2011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的光环下， 她仍是湖北省武汉市

汉阳区钟家村小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教师。

在近30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她创立了“小学语文情感教学法”、“用情用智育人法”，

总结出“班主任因生给爱教育法”、“教师与家长真诚相处系列方法”、“班主任护生小工程”等，并因此成

为湖北名师方阵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情感育人、智慧育人的教育专家”、“爱的教科书”。

这样的桂贤娣， 仍然保持着爱写日记的习惯， 她在日记里写道：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心灵的艺术， 那是因为， 只有心与心的真诚交流才使教育成为可能， 才使教师

这个职业显得高尚。”

和孩子们对话时， 她总喜欢用这样的语句， “乖， 听话， 相信桂老师。” “桂老师最喜欢你了！”

这个时候，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幸福： “只有幸福的教师， 才会教出幸福的学生。 跟我的孩子们在一

起， 我是幸福的。”

品味教育的甜美

■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记者： 您认为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桂贤娣： 教师是一个辛苦又让人快乐的职

业， 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讲 ， 就是 “痛并快乐

着”。 教师特殊的职业性质， 决定了我们不能

像其他职业那样， 将

8

小时的工作做完， 就可

以安心享受个人生活。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 在

吃饭、 做家务时， 哪怕是休息娱乐的时候， 心

里还是在牵挂着自己的学生， 脑袋还是在思考

着自己的教学。

记者： 您自己最大的职业成就感是什么？

桂贤娣 ： 我有很多儿女 ， 我的儿女遍天

下！ 我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

可以算是全国最大的 “超生游击队”。 这些年

无论我走到哪里， 外市也好， 外省也好， 甚至

去国外， 我都能碰到以前的学生， 而且大部分

都不是偶然碰到的， 而是他们很关注我的动

向， 特地去找我。 看到学生们都长大了， 有的

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有的事业有成， 过得都很

好， 我就很高兴， 很感动， 也很骄傲， 因为我

觉得， 一个老师如果能让学生们不管时隔多少

年， 或是距离有多远， 都依然惦记你 ， 关心

你，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说明我的教育是成功

的， 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记者： 支撑您坚持不懈做好教育工作的信

念是什么？

桂贤娣 ： “支撑 ” 有勉强维持的意味 ，

“坚持不懈” 听起来也很压抑， 我做教育工作

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爱我的工作， 如果可以，

我愿意再干十年、 二十年， 不想退休！ 我巴不

得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和他们交朋友， 把所

有美好的东西都给他们， 因为我心甘情愿。 我

不觉得我在 “支撑” 什么， 也没有想过要 “坚

持不懈” 地达到什么目标， 我只是在享受我的

工作， 在品味教育的甜美。

记者 ： 您认为做教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

么？

桂贤娣： 将心比心。 作为一个教师， 要把

自己当学生， 把自己当家长， 真正设身处地地

去为他们着想， 这就是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

质。 当然， 我也常对家长说 ， 老师也是平常

人， 也难免有压不住脾气， 或是考虑不周的时

候， 大家要互相体谅。 所以， 作为教师， 对学

生和家长应该多换位思考， 这样沟通起来才会

更有效， 教育工作也才能落到实处。

记者 ： 您认为您对学生最大的影响是什

么？

桂贤娣： 真挚的情感和阳光的心态。 其实

这两样东西算是我和学生互相影响的结果。 我

的学生， 哪怕现在已经几十岁了， 和我之间也

没有一句客套话， 有机会一起吃饭， 也都是拉

拉家常，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气氛很融洽。 我

想， 这种不夹杂任何私心的真挚的情感， 是千

金不换的。 另外， 我教过的学生， 没有一个和

社会过于疏远， 也没有一个犯法坐牢， 这说明

我的孩子们都拥有健康的身心。

体弱生爱在关心、病残生爱在得体、过失生爱

在信任、屡错生爱在严厉、向师生爱在珍惜、背师生

爱在主动、个性生爱在尊重、普通生爱在鼓励、进步

生爱在赏识、后进生爱在鞭策。

桂贤娣（资料图片）

荩荩荩对话桂贤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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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贤娣： 爱的教科书

■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用独具感染力、 声情并茂的朗读， 拨

动学生心弦， 激发学生情感， 使学生和教

材中的内容产生共鸣。

学生进步了， 我就家访， 再进步，

我再家访！ 激励性家访是一种鞭策， 能

鼓励学生不断上进。

课堂以外， 我要享受生活， 要锻炼，

要逛商城， 要看医生， 要孝敬长辈， 要

相夫教子， 要享受天伦之乐， 要为学生

做快乐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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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荩和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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