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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亮点

让“折翼天使”绽放笑容

———记江苏省邗江区“爱心妈妈”团队

■通讯员 王久平

半亩方地划成5块， 平均分给了

每个中队，新翻的泥土里钻出了豆芽、

菜苗，栽上了茄秧、玉米、辣椒，在雨后

的阳光下， 洋溢着柔柔的生机。 前不

久，江苏省邗江区启智学校举行“健残

融合” 劳动技能培训实践基地揭牌仪

式。 揭牌仪式后，50多个孩子在“妈

妈” 们的带领下， 来到各家的“责任

地”，听“妈妈”讲怎样除草、怎样浇水。

就是这些简单的操作，“妈妈” 们也要

讲解好多遍，才能被学生记住。这些孩

子，最大的已经18岁了，但对他们来

说，记住一朵花的色彩，说出一棵树的

名字，非常不容易。

邗江区启智学校是邗江区唯一的

特殊教育学校，2008年建校。 如何让

这些“折翼天使”学会稳步行走，和别

人一样欣赏到生命的风景？ 学校坚持

培育“健残融合”的教育特色，逐步走

出一条普教、 特教相融互促的发展路

径。在加快“健残融合”的进程中，一群

“爱心妈妈” 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012年3月， 蒋王小学妇工委联合启

智学校启动“爱心妈妈春风行动”，83

名“爱心妈妈”把无私的母爱献给了这

群智障学生，让他们体验生活，享受快

乐，学会自理，收获成功。

三重身份的叠加效应

启智学校共有10名教师， 其中8

位女教师都是“爱心妈妈”。 在这个小

小校园里，她们同时肩负着三重身份：

慈母、良师和益友。

曹静娟是最早来启智学校的教

师。 5年来，她耐心帮扶着班上的每

个孩子。 12岁的聪聪刚来上学时什

么话也不说，只会摇头，还经常把大

便拉在裤子上。 给聪聪洗完脏衣服

后，曹静娟一有空就和他说说话、聊

聊天，剥糖果给他吃。 慢慢地，聪聪

开始和大家交流了， 除了点头、摇

头，还能说“好的”、“没有”等简单的

话，大小便也很少弄在身上了。

提起孩子的变化， 聪聪的家人

满怀感激地说：“都是老师的爱心和

耐心改变了他啊！ ”

2012年，新教师曹新颖刚上班

就加入了“爱心妈妈”团队。 第一堂

课，她忙着给孩子们擦口水，安顿满

屋乱跑的孩子， 清洁孩子失禁的大

小便。 下课时，她哭着走出了教室。

然而，没多久，班上最倔的女生就叫

她“妈妈”了。如今，一中队的孩子们

常常在课间时走向曹新颖并抱住

她，也许，这是他们对重复10次、20

次乃至更多次教他们学说话、 学唱

歌的“妈妈”最好的补偿和感谢。

解金霞是来自蒋王小学的“爱

心妈妈”。为了丰富智障学生的业余

文化生活， 她每周都抽出时间到启

智学校陪孩子们练习乒乓球。

现在， 几十个孩子都喜欢上了

乒乓球，球台旁常常围满了孩子。看

着孩子们脸上洋溢的快乐， 听着他

们的欢呼， 解金霞说：“这些孩子也

有梦想， 但他们缺少社会的关注和

参与的机会。我要一直陪着他们，激

发他们的信心和热情， 看着他们绽

放美丽。 ”

像解金霞一样， 所有的“爱心妈

妈”们无不是智障学生的亲密朋友。春

天里，她们陪孩子们一起去公园踏青，

认识更多的花草树木；秋日里，她们和

孩子们一起去野炊，教孩子们包饺子；

节假日，她们和孩子们一起逛超市，教

他们挑选物品、去柜台结账。

除了慈母、良师、益友，孩子们从

“爱心妈妈”身上感受到更多的社会角

色。正是这些相互叠加的身份和角色，

让这个小小校园成为了一个充满温情

的完整世界。

两种生活的失衡选择

曹静娟的家中，上有老人要赡养，

下有孩子要照应。对曹静娟而言，感情

的天平总是倾斜在学生这边。 新学期

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她正准备上课，

忽然接到自己孩子所在幼儿园的老师

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孩子发烧了，体

温很高，得早点去医院治疗。

放下电话， 眼泪就在曹静娟的眼

眶中打转。可是，她想着时常尿裤子的

晓范、动不动就“惹事生非”的小郡，咬

咬牙对自己孩子的老师说：“没事，我

家孩子结实着呢，我放学再去吧。 ”到

放学时分，住宿生娇娇又突发癫痫，口

吐白沫、浑身抽搐，曹静娟连忙和生活

老师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夜深了，曹静

娟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得知孩

子从咳嗽转成了肺炎， 她的心中充满

了愧疚。 但是，第二天，她匆匆为家人

做好早饭，又早早来到了学校。

清早踏着晨曦来， 夜晚踩着星辉

走；来时满心牵挂，走时一身疲倦，这

是“爱心妈妈”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刘恒香放弃寒假与留学归来的女

儿团聚的机会， 只为了照顾几个没能

回家的孩子； 钱路为了当好班主任，

将婚期一拖再拖； 邓亚男时常把班上

学生带到宿舍， 给他们讲故事、 说笑

话、 辅导功课； 胡金妹、 韩坤慧常常

放弃休息时间， 上门走访， 看望孩

子， 辅导家长。

“爱心妈妈” 徐艳说： “这些学

生需要更多的关爱和呵护。 既然他们

不能展翅飞翔， 我们就更有责任让他

们学会行走。 因为在行走中， 一样能

欣赏到人生最美的风景！”

两个群体的无痕融合

邗江区启智学校校长童瑞祥告诉

通讯员，为了推进“健残融合”，他们利

用启智学校身处蒋王小学校内的地域

优势， 经常组织两所学校的学生共同

参加各种活动， 积极消除正常学生对

智障学生的误解和歧视，这样，也能逐

渐消除智障学生对他人的不安与顾

虑，有利于其早日融入社会。

蒋王小学的很多学生表示， 通过

长时间的接触， 并没有觉得启智学校

的学生有什么可笑之处， 反而常常为

他们的执著所感动。

一位蒋王小学的学生说：“和启智

学校的学生在一起， 我感受到了帮助

别人的快乐， 也更加懂得身心健康的

可贵。 ”

如今，走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一

幕幕感人的画面：两个学校的孩子同走

在梧桐树下的水泥路上，没有一个普通

学生会对身边路过的智障学生有异样

的表现；有时候，碰到熟悉的伙伴，学生

们会停下来，带着笑容打个招呼，说上

一会儿话。 10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两

所学校的学生就像两股水在校园中自

然流淌，很快融合在一起。 整个校园也

像一幅印染的画，和谐、安宁。

这一切，离不开蒋王小学“爱心妈

妈”们的付出。 2013年以来，蒋王小学

所有女教师都加入了“爱心妈妈”团

队。 除了定期为智障学生开展辅导和

生活护理外， 她们还多次组织本班学

生和启智学校的学生共同参加各种活

动， 加强沟通和了解。

邗江区教育局局长杨荣说： “推

进‘健残融合’， 加快全区特殊教育

发展， 引导智障学生更好地融入社

会， 是邗江特教人的不懈追求。 我们

相信， ‘爱心妈妈’ 们会带动更多的

人投入到这项缝补折翼的事业中来，

共同构建邗江和谐新教育。”

■一线透视

可敬的山村教育者

———一位教育局长的民情日记

■胡自力

5月18日， 星期六上午9点左

右， 大雨滂沱， 接连两个多小时，

雨没有停顿的迹象。 想起前些日子

梳子铺乡教育组长善文跟我说的一

件事， 我急忙拨通局里体卫股王剑

君的电话： “王股长， 你有没有

空， 今天雨下得较大， 你跟我去梳

子铺中心小学看看老四合院危房的

情况。” 王股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由于住房紧缺， 梳子铺中心小

学大部分教师住在老四合院内。 老

四合院是梳子铺中学旧址， 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兴建的泥砖瓦房， 年

久失修， 墙体多处严重开裂， 经上

级部门鉴定为D级危房。 每逢大

雨， 屋子就会四处漏雨， 屋内非常

潮湿。

前几天， 梳子铺教育组长带着

中心小学校长来到我的办公室， 特

地向我汇报了这件事。 我把这事牢

牢记在了心里， 一直想抽空到梳子

铺中心小学好好看一看， 掌握第一

手材料后， 给区委、 区政府汇报以

及局党委决策商议。

11点30分， 雨还没有停， 我们

一行来到了梳子铺中心小学。

一下车， 我顾不上到学校办公室

听汇报， 径直来到了老四合院教师宿

舍，挨家挨户查看教师住房，检查开裂

墙体，走访慰问教师，了解教师心声。

一位教师说：“白天， 我们基本上在教

学区上班，晚上一回宿舍就担惊受怕，

一旦赶上大风或大雨、大雪，整个晚上

都不能安心入睡， 担心房屋突然倒

塌。”

我根据现场看到的、 听到的、 了

解到的， 当即对梳子铺乡教育组长、

中心小学校长说： “善文、 文卫同

志， 你们每天看到自己的教师住在这

样的环境里， 你们能心安？ 当务之

急， 必须立即帮教师们搬出去， 不管

采用什么办法。 客观困难不要讲， 搬

出去的事， 你们两个想办法， 危房改

造资金的事， 我去想办法。” 我当场

拍板， 确定了解决方案。

回城的路上， 我在车上陷入了沉

思： 全区究竟还有多少教师住在这样

的危房里？ 他们在生命财产和安全都

得不到根本保障的情况下， 仍矢志不

渝扎根山乡， 献身教育， 有的甚至到

退休都没有换一个环境， 他们难道不

是新时期最可敬的人吗？

（作者单位：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

区教育局）

向着心中

美好前进

■孙松波

教育人， 订阅 《中国教育报》，

好像是个铁定不变的定律。 1990

年，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偏远的

乡镇教书， 现就职于小县城的教育

机关。 我一直是 《中国教育报》 的

忠实读者， 她每个栏目的特点和变

化，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1997年香港回归， 我看到该报

文化周刊“立交桥”栏目的征稿启事

后， 注意到该栏目具有所用稿件篇

幅短、发稿量大的特点，而我所在的

乡镇中学正好设立了“回归之声”广

播站，定期播放香港历史、文化、地

理等方面的知识，围绕这些，学校还

开展了书法、 绘画、 歌咏等竞赛活

动，我感觉活动开展得很好，于是先

后写了两篇两三百字的新闻稿，投

给《中国教育报》，分别在当年的5月

4日和6月22日的《中国教育报》“立

交桥”栏目上刊发，而且很快收到了

样报和稿费。 学校校长赵衍生对政

教主任辛培学和团总支书记张春

说：“《中国教育报》 都登出来了，说

明咱的做法是可行的， 是符合国家

教育精神的。下一步，你们更应把这

个广播站管好用好。 ”

因为这两篇小稿的刺激， 我写

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强， 自己也因此

被借调到教育局机关工作， 后来又

得以正式调入， 至今仍从事着我所

喜爱的文字工作。 前些年， 我一年

最多见报一两百篇稿件。 从县级日

报到 《山东教育》、 《大众日报》、

《中国教育报》 等， 都有我的作品。

我也因此成了在肥城、 泰安， 乃至

山东小有名气的新闻人， 得到了领

导的重视与关爱。

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所接触过

的《中国教育报》记者们都是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 2006年4月，《中国教

育报》 记者苏婷老师到肥城采访曾

是第二届“全国十佳少年” 的武文

梅，我全程陪同采访。结束了一天的

采访，安排她在宾馆休息后，我就回

家了。后来，我才听说她晚上又去了

武文梅家，看望了武文梅的孩子，和

武文梅聊到夜里10点多， 然后步行

了三四里的路才回到宾馆。 她采写

的关于武文梅的那篇人物通讯《心

底深处永远珍藏一份感激》 感人肺

腑，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

在《中国教育报》记者的身上，

我看到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 看到

了他们的无私无畏。在他们身上，我

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会像他们一

样，为了我所喜爱的工作，为了我所

从事的事业，去努力，去拼搏，去奋

斗，向着心中的美好前进！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教育局）

大连工业大学

一日之计在于晨

学生早起计学分

本报讯 （记者 刘立凯） 每天早上6点，

1000多名大学生就聚集在学校升旗台广场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日前， 大连工业大学

发起一项名为“21天活动” 的行动， 号召大

学生早起学习锻炼， 坚持满21天的学生将

获得相应的创新学分。

这项主题为“21天共迎朝阳， 青春践行

正能量” 的青春励志活动由学校的知行实践

团和国旗班两个学生社团联合发起， 采取学

生自愿报名的方式， 主要目的是鼓励学生改

变生活习惯， 坚持早起。 每天早晨6点20

分， 参加者要到指定活动地点签到， 7点

“下课”， 坚持参加活动的学生会获得创新学

分0.5分至1分。 这个项目的活动内容丰富多

样， 如学习军体拳、 练健身操、 读英语以及

趣味运动等。 这项活动一经推出， 就得到大

学生的积极响应。 “第一天参加的就有400

多人， 短短几天， 已经增加到1000多人，

目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该校团委老师告

诉记者。

该校管理学院副院长、 指导教师孙晓程

表示， 21天是习惯形成的一个周期， 他们将

为坚持参加早起活动的同学颁发证书。 孙老

师也希望大连其他高校的学生们加入到挑战

行列中。

据悉， 学生参加各种综合实践活动可获

学分是大连工业大学多年来的做法， 目前共

设置10学分。 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创

新大赛， 志愿者活动等创新、 创业活动和综

合实践活动均可获得相应学分。

宜兴万石中学

家长孩子同上课

家校沟通增理解

本报讯 （记者 陈瑞昌 通讯员 王顺

芳） 在江苏省宜兴市万石中学的校园， 每天

都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 他们是专程参加

“陪孩子读一天书活动” 的学生家长。 在万

石中学， “陪孩子读一天书活动” 已开展了

3年。

每学期初， 该校都要印发 《致家长的一

封信》， 邀家长来校， 根据家长预约登记情

况， 每个年级每天邀请一至两位家长全程参

与教育教学活动。

“现在的家长非常重视子女教育， 但不

了解孩子在校的真实情况， 也并不完全理解

学校的一些做法。 把家长请到学校， 让他们

了解学校教育和孩子情况， 更利于形成教育

合力， 同时， 对学校工作也是一种督促。”

万石中学校长蒋旭鹏说。

万石中学把家长来校列入学校日常工

作， 一般由对应的班主任介绍本班当天的课

务、 活动和用餐安排， 并将家长介绍给本班

学生认识， 然后安排家长随堂陪读。 课间，

教师主动与家长交流孩子各方面的情况。 中

午， 班主任陪同家长到教师餐厅共进午餐。

陪读活动结束时， 家长填写 《反馈表》， 班

主任向家长送上亲笔签名的“陪读卡” 作为

留念。

“老师的课上得很好懂。” 八年级 （1）

班邹明月同学的家长在 《反馈表》 上写道，

“音乐教室有几张桌椅已经破损， 希望能及

时维修。” 邓智君同学的家长则建议， 课堂

上举手发言的人不多， 希望老师多鼓励学

生， 多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几年来， 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 万石中

学的教育和管理开放且规范， 教师的工作也

更加认真严谨。 家长切身感受到了教师的辛

劳和无私， 教师理解了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

的困惑和无奈， 孩子也体会到了父母对自己

的关爱和重视。

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

开通“手机党校”

每周一期随时学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刘勇

陈江南） “党风廉政建设与学院发展密切相

关， 请大家今天下午准时参加党员廉洁从教

责任书签订仪式。” 近日， 江西省渝州科技

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康梅兰

接到了分院院长、 党支部书记熊建强通过

“手机党校” 发送的飞信。

原来， 针对基层党组织党员不断增加和

变更带来的“盲点” 以及学校党员均开通飞

信的实际情况， 该校推出新举措， 开通了

“手机党校”， 充分利用手机特性， 突破时空

限制， 为党员创造更便捷的学习条件。 今

后， 每逢两会、 “七一” 和党员的“政治生

日” 等重要纪念日， “手机党校” 都会要求

各党支部书记向其所在支部党员传达指示

精神， 借此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和凝

聚力。

据悉， “手机党校” 集政治性、 理论

性、 知识性、 时效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既有

宣传报道中央和教育部党组出台的重大教

育政策的栏目， 也有总结交流党建工作的

新动态、 新进展和新成效的党务快报栏目，

还有转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评论员文章和

理论性文章的学习课堂栏目等。 自今年4月

开通以来， 该院“手机党校” 每周编发一

期， 正逐步形成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

长效机制。

■故事汇

老教师变成理发师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张婷婷 梁礼曾 李雨聪

“老林， 我头发长了， 要理发

喽。 ”

“好嘞。”

答话的这位是广西师范大学政

治与行政学院退休教师林学荣。

30多年来， 他从血气方刚的青年

教师变成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 始

终坚持为广西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校企员工和周围群众义务理发， 在

当地传为佳话。

“现在出去理回发还挺贵的，

小孩子们的头发长得又快， 于是，

我干脆动手帮孩子们理发。” 就这

样， 生活节俭的林老和理发结下了

不解之缘。 慢慢地， 越来越多的同

事、 朋友请他做自己的“理发师”，

林老的理发技术也越来越纯熟。

“那时候， 我只要没课， 都会

去帮忙理发，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

应该的。” 林老说得朴实。

30多年的坚持，林学荣在左邻

右舍中也小有名气。“这里的很多小

孩，刚生下来就是我帮忙理发，到后

来，他们长大了，叫他们去外面理都不

愿意，都吵着要我理。”说起这些，林老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退休后的林学荣生活安逸闲适，散

散步、下下棋，过着属于老年人的惬意

生活，但坚持为左邻右舍义务理发已成

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每天， 林学荣都高高兴兴地提着

理发工具来到活动室，一忙就是半天。

“我常常是中午3点出去， 晚上6点才

回来，人多的时候，一个下午要理八九

个。 ”谈起自己的“理发经”，他有说不

完的话，“理发要想理得好， 关键是看

头型。 头型稍尖的，不能理得太短，而

头型偏大的，理得短一点，头不会显得

那么大。 ”说起这些，“半路出家”的他

活像一名专业理发师。

林学荣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

容易，做一辈子好事就必须要坚持。 ”

30多年的义务理发让林老感到

快乐和充实， “我一边帮大家理发，

一边和大家谈天说地， 相互沟通， 多

交个朋友也多了一份快乐。” 如今，

年近八十的他依然会义务帮邻里理

发， 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新鲜事

‘

‘

‘

‘

快乐大篷车

走近外来娃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快乐大篷车” 开进了外来务工子女

学校———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把

融科技、 娱乐、 艺术、 互动类的项

目送到学生的身边， 让孩子们在亲

身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和快乐。

图为小学生在观赏四螺旋桨遥控直

升机的飞行表演。

张浩 摄

■我读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