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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张婷

题记：2014年1月17日下午，他在工
作期间突发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医院抢
救，在昏迷了26个小时之后，躺在重症监
护室里浑身插满了管子的他，刚一苏醒就
向医护人员要来纸笔，写下了歪歪扭扭的
一行字：“期末考试试卷我还没校对，要找
一位老师帮我校对，帮我向学校请假。”参
与救治的医护人员顿时热泪盈眶……

——海南中学校长 马向阳

他曾是有名的
“乡巴佬的港湾”

大病初愈之后，陈健
科回到了挚爱的三尺讲

台。学校照顾他的身体，让他
在负责数学课的初三（8）班和初三

（12）班里选一个班继续带。陈健科纠
结了很久，最终放不下这些可爱的孩子，
继续两个班都教。

“当时已经初三第二学期了，马上就
到中考最关键的时期，再让孩子们重新去
适应一个新老师，我不放心，而我最了解
他们每个人的长项和短板。”陈健科微笑
着说道。

说起他的学生们，说起孩子们日常的
生活点滴，陈健科的眼睛闪闪发亮，眉眼嘴
角都含着深深的笑意，这一刻的陈健科很
真实，很温暖。他不再仅仅是那个手术后
第一句话就记挂着学生的神话，而是一个
简单的，普通的，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的，
用知识和爱细细浸润学生的好老师。

1962年出生的陈健科，已经从事教
育工作整整34个年头了。2006年调到
海中前，他是那大二中有名的“乡巴佬的
港湾”。之所以被称为“乡巴佬的港湾”，
因为当一些顽皮、不爱学习的孩子没有班
主任愿意要的时候，他只会默默地说一

句：“来我的班。”
在他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一样

的。他不会放弃这些贫困的农村孩子，
他愿意走进他们的心，愿意带他们了解
这个世界，愿意平等地去和他们聊天。
而他，也是这些孩子们的启明星，带他们
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不断努力的意
义和动力。

“看着这些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好，就
是一个老师最开心的时刻，我希望用我的
爱，去温暖他们的心。我想告诉他们贫困
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需要自卑，只要努
力，希望就会有的。”陈健科回忆起当年的
那些日子，“他们很多后来都考上了大
学。”陈健科欣慰地笑了。

当被要求好好想想做了什么，夸夸自
己的时候，陈健科低头思索了一会，然后，
抬起头认真地说：“真的没有做什么，我只
是在尽一个老师应该的本分。”

他的好，学生们都记得

许曦庭去年是陈健科带的初三（8）班
的一员，中考后父母给她转学去了北京。
假期回来她特意做了一本纪念册送给陈
健科老师，她在册子上写道：在这个陌生
的学校里，面对着陌生的老师，总会想起
您。想起您那时候在班里的训话，想起您
眼中的恨铁不成钢。还记得以前老师总
会拿“不成器”来批评班级里的那些不认

真学习的同学，说他们是失败的，但是您
却说我们的思维没有成熟，还没有成长起
来。您还说，人各有志，也许在学习上不
行，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比别人强……

“是被重视的感觉，本来在班里中等
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可是我没想到陈老
师对我那么关注，是他让我想要好好努力
不辜负他的期望。”许曦庭回忆说，自己初
一时学习还不错，后来放松了，数学甚至
出现过不及格，但也能保持中等偏上的状
态，就没当回事。是陈老师一直找她聊天
谈心，让她重新找回了状态。

“我一直相信陈老师和我说的那句
“一切皆有可能”，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想试一试，看是不是也有可能。”许
曦庭说，陈老师给她的关爱不仅在学习
上，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记得当年中考备考体育的时候，
陈老师陪着我们在操场上一圈圈跑步的
情景，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硬是坚
持着陪我们跑，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海南
中学高一（1）班的邢晓彦原来也是陈健科
初三（8）班的学生，中考取得了771分的
高分，被海南中学理科实验班录取，“陈老
师出题很刁钻，后来模拟考一听是他出
题，大家都可紧张了，但又都铆着一股劲，
想要考好一些给陈老师看看。”

“记得初二社会实践，在万宁石梅湾，
我们一班人都在海边玩耍，陈老师突然掏
出了一支口琴坐在沙滩上，静静地吹了起

来，是一首很老的歌，不知道名字但很好
听。我们围坐在他身边，静静听着，迎着
海风，真的很美好，我们都不知道陈老师
还有这一面。”邢晓彦出神地望向窗外，仿
佛又回到了那个当下，嘴角微微扬起。

“他很细腻，比如有时候下课值日生
忘记擦黑板了，他都会在经过的时候默默
地去把黑板擦干净。这些我们看在眼里，
以后会格外注意这些细节。”邢晓彦说起
陈老师的故事根本停不下了。

“太多了，他的故事，都是各种小事，
是三年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但是
我们都记得，陈老师不善言辞，也不爱说，
所以我想多说一点。”小姑娘有些腼腆地
笑着说。

陈健科：

他只是一个温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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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吴多戴

“我能听懂一半海南话了，他们英语
成绩也上来了。”谈起自己当老师以来的
成就时，文劲芳脸上一直挂着自然又谦和
的笑容，如一个“大妹子”。

2007年，23岁的文劲芳作为特岗教
师，被分配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的祖关
福和希望小学，支援黎苗山区教学，成为学
校史上第一名专业英语老师。3年特岗期

满后，她选择留了下来。
她刚来时，学生连

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
全。去年，这所山区小
学英语成绩排全县中心
校第六名。

“原来校园里还有猪牛”

2007年8月26日，从陵水县城
颠簸了20多公里来到位于本号镇大坡

村这所学校的文劲芳，第一次进入校园就
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

“牛啊猪啊鹅啊就在操场上跑，原来
校园还可以这样子。”她笑着谈起那一天
的见闻。文劲芳生在湖南郴州临武县，对
于中小学都在县城渡过的她来说，这的确
够新鲜了。

新鲜的事不止这一件，但接下来就没
那么“好玩”了。

这所为山区少数民族而办的小学，
有400多名学生，但当时连教师宿舍楼
都没有。学校在学生宿舍楼里腾出一
间，让文劲芳和另外4名教师挤在里面，
睡在双层钢架床上。水也缺，生活用水
要靠管理员从一口水井中抽取，抽完后，
大家就拿着桶去排队取水。学校也没有
食堂，学生们放学后就奔出教室捡柴禾
生火做饭。

“第一个晚上就没睡着，到处都是虫
子和鸟在叫，不习惯。周末的时候，本地
的老师和孩子都回家了，整栋楼只剩我一

人，听着狗叫，有点怕。”
但生活上比较随性的文劲芳没有把

这些不便放在心上。那时候，她刚从琼州
学院毕业。作为学校第一位英语专业出
身的英语老师，她被校领导寄予厚望，安
排教六年级。作为仅有的从内地来的老
师，学生们对她满怀好奇。“他们知道我是
湖南人后，就从家里带几把辣椒给我。”

不过，当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她还
是被“吓”倒了。“到了毕业班，还没有一个
孩子能背全26个字母。”

“我教你们英语，你们教我海南话”

山区孩子学不好英语，有多种原因。
在学校层面，一方面是不注重英语教学；
另一方面，也缺乏师资，英语教师都是由
语文或数学教师兼任。

山区小孩对英语不感兴趣，连普通话
都讲不好，让她感到为难。

这一带十里八乡的百姓，讲的都是黎
话和海南话，不会普通话。刚来的时候，
她做家访还要带一位本地老师当翻译。
去集市买菜也要带“翻译”。

这让她心生一计。“后来我经常在课
堂上就和学生玩互动游戏，说，我教你们
英语，你们教我海南话。他们觉得很有意
思，我教他们英语一到十，他们教我海南
话一到十，大家很快就学会了。”

词汇、发音的学习固然不易，但语言
思维的转换，则是更大的困难。小学校
长谢创华说，学生几乎全部都是黎家孩

子，而黎话的语序和普通话、英语有许多
相反的地方。“比如说抽烟，黎话的表达
是烟抽。你要抽烟吗，会说成你烟要抽
吗。”

这一语法习惯被带到英语里来，让文
劲芳“头很大”。“英语中表达次序，会说，
first，再说具体的事；他们在写作业时，还
是会先写什么事，再把first加上。”

面对这一难题，她没有泄气，认为只
要多动脑筋，找些活泼的例子，就能一点
一点帮孩子矫正过来。“我跟他们说，先写
作业再去玩，要把first先写上，让老师一
下子能看清。他们写对了，就可以去玩。”

“这里的秋天是绿色的”

“粑的海南话就叫bua对不对？”谈起
8年山区教学的乐趣，一脸笑意的文劲芳
说出这么一句。

其实，除了语言障碍外，山区教学的
不便还有很多，但这没有阻碍她的教学热
情。2012年以前，学校没给学生配英语
练习册，教室也没有电子白板。为了让学
生们多加练习，她每天坚持根据教材自创
题目，上课前先抄在黑板上，学生到了以
后再抄下来。有机会上一趟海口，就给学
生抱一摞练习册回来。下午放学后，坚持
免费给孩子补课，甚至叫几个学生到她宿
舍去接受辅导，一块做饭、吃水果，其乐融
融。

当时，因为家长们普遍还没有手机，
要和他们沟通的话，就要和“翻译”一块

走路或骑自行车过去。“为了打发路上无
聊的时间，我们只顾边说边笑，所以我到
现在都说不准去过最远的村到底有多
远。”

随着接触增多，文劲芳也越来越融入
山区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过节没
地儿去。孩子、家长们就请我到他们家
玩，摘椰子摘荔枝摘龙眼，做粑”，“粑就是
bua！”

2010年，文劲芳的一名学生获得全
县英语竞赛的二等奖，获得去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学习的机会，这在校史上
是破天荒的。去年，凭借文劲芳任教毕
业班的出色成绩，在全县中心校英语成
绩排名中，学校由过去的倒数大幅升至
第六名。

“她现在教6个班的英语，兼任英语
教研组组长，营养工程组长，‘攀登英
语’项目组长，还担起老教师的电脑培
训工作。这样任劳任怨的老师非常难
得，”谢创华感慨，“山区学校现在缺英
语老师，不是因为没人来，而是来个一
两年就借关系调走，多给三五百块人家
也不要。”

说起为什么会留下来时，文劲芳说自己
喜欢山区宁静的教学生活，对这里有感情。

“校园里的花和树，是我们过去自己
种的，已经让这个学校变得很漂亮。有一
次我问孩子们秋天是什么颜色的，他们几
乎全部回答绿色。哦，和内地不一样，这
里的秋天是绿色的，生活在秋天是绿色的
地方挺幸福。”

文劲芳：

“我教你们英语，你们教我海南话”

学生写给陈老师的话。张婷 摄

文劲芳。苏庆明
摄

陈健科。张婷
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去年教师节时，一束鲜花被送到海
口市第十四中学语文教师黄惠虹面前，

直到今年春节时，她才
从一个拜年问候的电
话里得知：送花者是她
多年前教过的一名学
生，为感念师恩，特别为

她准备了这份惊喜。
“作为一名教师，没有

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人成
才更让人开心了，这种精神上的回

报，比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都更加让人欢
喜。”采访中，这位谈吐文雅的女教师，一
直谦虚地强调自己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感
人事迹，但在谈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时，那
种抑制不住的眉飞色舞和发自肺腑的快
乐心情，感染着每一个人。

连续15年任班主任

1994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黄惠
虹，今年已经43岁，21年的职业生涯中，
她曾连续15年兼任班主任，她习惯以校
为家，别人眼中胆小、懦弱、自闭、后进的
孩子，在她的教育和悉心呵护陪伴下，最

后都有飞跃的进步。
“和黄老师共事20多年了，最让大

家感动和佩服的就是她爱生如子，时刻
注意言传身教。”海口市第十四中学教
研室主任李凯鹏告诉记者，十四中是一
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有的学生缺
乏遵守纪律和文明礼貌的意识，常常上
课讲话、上学迟到，为帮这些学生养成
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黄惠虹经常找学
生谈心交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帮
助孩子成长，并且，她在要求学生做到
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的同时自己首
先做到，每个上学日，她总是比其他教
师和学生更早到达教室，站在教室门
口，等待学生陆续到来，然后督促他们
晨读。

从教20余年来，同事的印象中，黄惠
虹很少误过课，年年几乎全勤，有时还主
动替家里有事的同事代课，这种一丝不苟
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她所带的班级，几乎很少有人旷课或
迟到，各科学习成绩评比中，她的学生总
是榜上有名。

爱生如子，人人佩服

黄惠虹就像母亲一样关爱着每一个学
生，这在十四中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吴思思
说，和黄老师同在一间办公室，常常看到她利
用课余时间跟学生谈心交流，“无论哪个学
生，只要稍有状态不佳，就会被她关注到。”

“曾经，班上有个叫王艳的学生，由于
学习压力大，患了轻度抑郁症，常常感到
自卑，会以各种理由请假逃避学习。黄惠
虹发现后，找这个学生谈心，引导她和同
学交流，上课时常常叫她回答问题或是朗
读。每天下午放学后，黄惠虹约王艳到操
场一起跑步，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倾听她
的喜怒哀乐，渐渐地，王艳变得越来越开
朗，学习成绩有所提升，还常常主动参加
集体活动。”吴思思说。

“黄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可以用无微
不至来形容。我以前性格内向，胆子小，
不喜欢跟同学交流，黄老师发现后就推选
我当班长，还鼓励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
文体活动，让我带领同学组织班集体活
动。”初三（8）班的学生吴知洽告诉记者。

恪尽职守无怨无悔

事实上，作为一名真正的母亲，黄惠
虹是心中有愧的。

黄惠虹的女儿今年17岁，读高三了，
因为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
生身上，黄惠虹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
2012年中考前夕，带毕业班的黄惠虹因
为要辅导班上的学生，根本顾不上自己的
女儿，甚至来不及给女儿做一顿好吃的
饭菜，考试当天，她还在陪伴自己的学生，
而女儿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去考场的。谈
起这些时，黄惠虹哽咽了，她说，这么多
年，唯独对女儿心有愧疚。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在她的默默耕
耘下，一批批学生茁壮成长，他们中，有
的考进了海南中学、海南侨中等名校，有
的屡屡捧回各类比赛的奖项，还有的顺
利考上了名牌大学，每每有报喜或问候
的电话打来，她总是喜不自禁。在她看
来，这些学生的进步就是对她的肯定，
是让她快乐的源泉，是她想实现的人生
价值。

黄惠虹：

爱生如子，学生眼里的“妈妈”

黄惠虹。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