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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洪涌，这个起着男性化名字的女人很不简
单，了解她的人都评价说：她就是一个传奇！

年轻时，是公认的海南师范大学校花，却放
弃了空姐和空军话务员的优越工作，选择走上
中职教育的艰苦生涯；1年前，因急性重病躺进
重症监护室昏迷了十多天，发烧的胡话全是关
于她的“孩子们”，最终又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
生命奇迹；从事中职德育工作21年，她用母亲
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唤回那些濒临辍学，
甚至将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

这朵中职德育战场上的“铿锵玫瑰”就是海
口旅游职业学校德育副校长洪涌。

真情唤回无数孩子迷途知返

一头齐耳短发，一身干练职业装，1米72的
模特身材，洪涌，1994年，从海南师范大学体育
专业毕业，在教师职业的父亲影响下，她放弃了
民航空姐和空军话务员的优越工作，进入当时
刚成立一年的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成为了一名
普通的体育老师。

在学校，洪涌有两个绰号，一个是“洪妈
妈”，一个是“洪魔头”。如此反差的两个绰号，
也代表了洪涌的风格。对工作，要求严厉甚至
苛刻，但对她的“孩子们”，又有着母亲般的慈爱
关怀。她的公信力全校皆知。比如全校开大
会，只要洪涌上台讲话，台下几千名学生就不会
交头接耳。全校师生集体向本报推荐她，他们
说：洪涌，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美教师。

洪涌的“美”在于21年来，用满腔的爱与热
情，“守”回了成百上千名濒临辍学，甚至可能走
上犯罪道路的孩子。

与洪涌搭档从事德育工作十多年的冯浪老
师告诉记者，在中职学校，相当一部分孩子父母
把孩子送进来，只是想让学校帮忙把孩子“看
住”，别让他们出去惹祸。每年9月是洪涌最忙
的时候，因为一些孩子入学一个月，过了新鲜劲
儿后，就开始打算辍学。作为全校德育工作的
带头人，她要找这些孩子一个个谈话，往往一谈
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直到水壶里的水都喝干
了，嗓子谈哑了，把孩子最心底的想法掏出来，
才能把他们留下来。

一个叫文凯（化名）的女孩，从小父母离异，
在姨妈家长大，中专一年级，就在同伴的怂恿
下，打算退学打工。班主任系主任轮番找她谈
话无数次，都没有改变她的想法。了解情况后，
洪涌亲自上阵，一进门，她便拍了桌子：“走了以
后，就不要再认我了，老师对你那么好，你舍得
离开吗？”听到这句话，文凯眼泪簌簌落下来，打
消了离开的念头。

可半年后，文凯又有了退学的念头，这时洪
涌没再拍桌子，而是亲切地拉住她的手，告诉
她：“如果是经济问题，老师可以资助你；如果是
感情问题，老师可以当你的妈妈，可以为了妈妈
留下来吗？”就是这句话，让文凯最终以全校优
秀毕业生的身份完成了学业，顺利进入一家五
星级酒店工作。

“夸张一点说，如果普通学校的任务在于培
养‘天之骄子’，那中职学校就是在拯救‘问题少
年’。”冯浪告诉记者，中职学校有不少问题孩
子，从小面临父母离异，叛逆，固执，冷漠……这
些心理缺陷，让他们对社会对人生产生消极悲
观情绪。而德育老师的工作，就是看住这些孩
子，用2年时间把他们十多年来养成的坏习惯抹
掉，引导他们走向正途，走向工作岗位。

爱让“洪妈妈”脸上斑点越来越多

“洪魔头”的绰号，是2008年参加奥运队的
孩子们给洪涌起的。当时海口奥运班在海口旅
游职业学校组建，为的就是培养一支高素质的
队伍，服务于奥运会。

为了训练一支高素质队伍，洪涌全天跟孩
子们一起驻扎在训练营，陪着孩子们从早上5点

半开始训练到晚上10点钟，学生们学英语她陪
着，学生们学站姿她也跟着站，40多岁的年纪还
跟十几岁的小姑娘们一起，不管夜灯下蚊虫叮
咬，不管酷暑中汗流浃背，她说：“只有我率先垂
范，孩子们才能坚持下来。”

短短3个月时间，洪涌陪着孩子们一起哭过
笑过，最后所有学员被录用，并获得北京奥组委的
好评，授予“零失误团队”的光荣称号，因表现突
出，这支队伍又参与服务于当年的残奥会。洪涌
告诉记者，同一支队伍服务了两次奥运会，这在奥
运史上，都是少有的，她为这些孩子而自豪。

郑冠琚老师告诉记者，就是这三个月的高
强度集训给洪涌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2006
年，洪涌查出患有甲状腺肿瘤，但所幸是良性，
手术不到一周，她又站到了学校军训的司令台
上，陪着孩子们一起军训。2014年3月，洪涌急
性重病发作，又被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了
十多天，高烧不退，洪涌每天嘴里的胡话都是关
于她的孩子们，那段时间，医院里凡是穿着校服
的学生，医护人员们都知道肯定是来看望重症
监护室的那位女老师的。

洪涌生病的日子里，校长曾亲自为她喂饭，
老师学生都为她祈祷，在彩色纸上，他们写下祝
福的话语，叠成几千颗小星星，上千只千纸鹤，放
进玻璃瓶里，托医护人员摆到洪涌的病床前。也
许，真的是师生们的这份真心感动了上天，洪涌
最后醒了过来，半年后，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虽然洪涌已经康复，但身体却大不如以
前，每天都要吃十几种药，让人十分心疼。”学校
党办主任赖文浩告诉记者，大家都劝洪涌当心
身体，尽量把谈话的工作交给其他人。但无论
哪个孩子最后决定离开，洪涌都会做最后的争
取，把他们留下来。

洪涌恳请记者，不要写太多关于她生病的
事情，因为对她来说，生病不是一个老师美的地
方，因为她觉得没有本事照顾好自己，就没有本
事照顾他人。

如今，这位1年前还长发飘飘的美女副校长
已经成了她口中自嘲的“斑花”，头发短了，脸上
也憔悴了许多，每每感到失落的时候，学生们都
打趣说，那是因为学校的班级越来越多了，所以

“洪妈妈”脸上的斑点也越来越多了。

■ 本报记者 赵优

万宁北大镇六角岭村，是个有1000
多苗族同胞聚居的偏僻村庄，村里的孩子
长到七八岁，还不会说普通话，教学成了
一大难题。从1980年代起，乡村教师盘
学秀在这里用苗话、海南话、普通话三种
语言教学。一呆就是35年。

苗村走出的乡村教师

1959年出生的盘学秀是六角岭村地
道的苗族人，聪明伶俐的他，从小跟挑担
来卖东西的外地商贩学会了海南话和普
通话。他在学校更是勤奋刻苦，成为六角
岭村第一位考上万宁中学的孩子。1980
年，盘学秀考上了广东民族学院，但因为
家里负担不起，盘学秀不得不回到村里。

那时，苗村的村民们习惯用苗语交
流，孩子们只会说苗语，对海南话难以理
解，普通话更是听不明白。而外地来的汉
族教师为苗村孩子讲课，语言上的障碍成
了最大难题。

“我会讲三种语言，可以一边翻译、一
边教学啊。”看到六角岭村的教育情况，盘
学秀燃起了当教师的愿望，他找到六角岭
小学的校长毛遂自荐。盘学秀从代课教

师做起，兢兢业业，直到如今脸上也爬上
了皱纹。

以前待遇很低，养家都困难，可又总
觉得自己不能走。”盘学秀温厚地笑着，

“苗村的孩子应该成长为能够融入社会的
人，我的肩上有责任。”

“八十年代，六角岭读书出来的只有
三个人，只有盘学秀扎根在村里。”北大镇
中心学校校长朱立明感慨道。

钻研出“近音教与学”

在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盘学秀逐字
逐句地教仅有的9个学生识字：先用苗语
翻译，再教孩子们读海南话和普通话的汉
语。“蜻蜓半空展翅飞，蝴蝶花间捉迷藏
……”书本上的六句话，要教会孩子们读，
需要3个课时，比普通教学多费两三倍的
功夫。

盘学秀先用苗语为孩子们讲解语句
意思，然后逐词翻译汉语，反复教孩子们
练习，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可孩子们的
耐性坚持不了多久，常常不愿意学生涩的
汉语，盘学秀就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引导
他们在玩乐中学习语言。长年积累，盘学
秀钻研出一种生动的“近音教与学”的教
学方式，学生们只要听了盘学秀的教课，
从苗话的近音中就能分辨出海南话和普
通话的内涵。

有了盘学秀的努力，六角岭教学点的
孩子们通过一两年的学习，基本上能够用
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而且还学会了最
基本的拼音基础课程，六角岭教学点的孩
子们因为有了“翻译”老师盘学秀打下的
语言基础，进入北大镇中心学校基本可以
跟上学习进度。“每当中心学校的老师们
夸赞六角岭苗村的孩子普通话过关，交流
没问题，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35年不言悔的执着坚守

2010年乡镇学校撤并后，六角岭教
学点生源逐渐减少，目前，整个学校只剩
一年级9个学生。十多年前由扶贫办捐
建的教学楼，早已残破不已，两层的楼房
只剩一个教室和一个办公室仍在使用。
办公室里，几张课桌拼起来，再搭上一块
木板，就成了盘学秀和其他两位教师的办
公桌，空荡荡的房间透出些许落寞。

“去年政府修了进校的水泥路，条件
好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前前后后
也来了不少年轻老师，可大都因为学校偏
僻简陋，待上一阵子就转走了。”但盘学秀
从不后悔执着坚守。

看着苗村的百姓越来越愿意将孩子
送到学校，看着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个
地从山区里走出去，成为教师、医生、商人
……这是他的自豪和欣慰。

本报讯（实习生吴婵 记者张惠宁）
2015“寻找海南最美教师”活动自3月24
日开展以来，截至6月9日时，已推出了
36名最美教师候选人。上周教育周刊推
出36号最美教师候选人——省机关幼儿
园幼师陈玲后，瞬间引发幼儿家长关注热
情。表示支持3号最美教师候选人——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羊陈花和表示支持陈
玲的家长来信挤爆了教育周刊邮箱。

“我孩子在海口市机关幼儿园读书，
天天送孩子都看见羊陈花老师的身影，她
就像一只快乐的百灵鸟穿梭在孩子周
围。最美丽的是她的舞姿，每天在操场上
观看她跳舞是最美的享受，她就像一颗不
老的常青树！”“羊陈花老师不愧是家长和
孩子们心中最优秀、最美的幼师！”

“每天早早的，陈玲老师就会站在幼
儿园主干道上等待孩子们的到来，见到每
一个班上的孩子，她都会蹲下来，抱抱孩

子，跟孩子说说话，让孩子们手牵手走回
班里。遇到她是我和女儿的幸运，她就是
最美的老师。”

家长都在信中表达自己和孩子对老
师由衷的喜爱之情，并为其呐喊助威。

一场热情洋溢的“幼师争美”PK就这
样开始了，一方是来自海口市机关幼儿园
的“羊咩咩”羊陈花老师，另一方是来自省
机关幼儿园的有灿烂笑容的陈玲老师。
孩子家长迅速抱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声援羊老师或是陈老师。

需要说明的是，“寻找海南最美教师”
活动，目前还处于寻找最美教师阶段，投
票评选还未开始，预计将在7月22日以
后启动。届时，各位读者家长别忘了去南
海网给你们心目中的“最美教师”投上一
票。教育周刊将会及时刊发有关动态，欢
迎读者和家长关注教育周刊官方微信，及
时了解最美教师评选动态。

“幼师争美”家长忙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洪涌：

铿锵玫瑰，唤那些孩子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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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尽管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但30岁的李珊
却常常被朋友们调侃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工
作。身为三亚理工职业学院烹饪艺术系的教
师，“厨房”就是她的教室。“他们都说我上课就
是弄吃的。”

“我不是吃货，但厨房是我的舞台。”李珊认
真地说。

“厨房”里的“珊姐”

与厨艺结缘，并不是李珊的规划，尽管在小
时候，生在四川自贡市的她和许多小女孩一样，
喜欢吃甜食。“当时外婆家有一个罐子，里面藏
了很多糖和别的蜜饯，每次去外婆家我就去扒
那个罐子。”李珊甜蜜地回忆。

但到了人生抉择的关头，对烹饪充满兴趣
的李珊只是把它列为第二选择，不过，最终还是
被一所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她在
酒店掌厨过一两年，感觉与理想差距太大，于
2011年辗转来到了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从校
园到校园，李珊说，“这就是爱好和机缘结合
吧。”

刚来校时，李珊是系里唯一的面点制作教
师。她的教室，一边摆满厨具，另一边是供学生
观摩的座位。回到校园，李珊施教的欲望被充
分激发。她尝试改变以往课堂说教与学习分离
的状态，让学生在课上当“小老师”，相互分享观
点，自己再予以指点。“我希望传递给他们的是，
制作面食很有乐趣。”

课上课下，学生们很快把她叫作“珊姐”，她
也乐于接受。教室的两块白板上，经常会留下
学生们画的可爱表情，充满“不尊”的气氛。学
生说，她会和他们一块看美食动漫，他们实习回
来也喜欢到她住处蹭饭。“课堂上也叫珊姐，以
至于有的老师认为我太不严肃了。”李珊说。

但“珊姐”也并不“好惹”。有一回，一年级
班长在课堂上未经允许便去品尝面点，被她当
面批评。班长回去后给李珊发短信说自己再
也不上课了。李珊软硬兼施，终于把他挽回课
堂。

“我说，我跟你道歉，并不是我批评错了，而
是我批评时可能没有顾及你的颜面。我要把道
理讲清楚，”李珊回忆时依然一脸严肃，“后来，
他自己也道歉了。”

把好吃的做好看

“厨房”对李珊而言，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
方，也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美的地方。“闲
的时候，我常常会遐想一些主意，怎样把面点做
得别致而漂亮。”

在李珊的手机里，记者看到了她制作的几
种冰皮月饼，有黑色、褐色、深紫色、黄色、半紫
半黄色的，缤纷夺目。李珊说，有些地方流行做
冰皮月饼，用糯米制皮再加以冷藏而成，她从中
得到启发。“我想，何不再发挥发挥？紫色的那
种就是我用紫薯和少量豆沙做的，拿紫薯做皮
既有膳食纤维又好看，加点豆沙可以让它甜得
适度又减少热量，”她说，“我喜欢让好吃的东西
变得好看。”

令人意外的是，李珊虽然对制作美食充满
热爱，但自己并不是“吃货”。她给记者的印象，
也更像个“女汉子”，而不是精于打扮的姑娘。
对于这一点，李珊说：“我不穿裙子，但挺喜欢
看。”有一回，她正是从芭比娃娃的裙子里得到
灵感，去制作成具有童话色彩的芭比公主蛋糕
和彩虹蛋糕。

对创造的痴迷，让李珊常常冒出常人想不
到的新点子。有一回，面对几个苹果，她突然想
到，何不让人惊奇一下？她尝试把苹果掏空，
把蛋糕填到里面，让人一下子看不出来。欣
喜的成功后又以此类推，把蛋糕填到桔子
里。“这是给吃客们一个惊喜。”

“美食很漂亮，生活很实际”

作为一名教师，李珊非常清楚自己
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美食可以很漂
亮，但生活很实际。我最大的愿望，还是
让学生们找到正确的方向，过好自己的生
活。”

2012年年中时，李珊查出3节腰椎间盘突

出，连正常站立坐下都不便。在没有治疗好的
情况下便匆忙复课，她说，因为那时全系只有她
一名面点教师。2014年底，她意外摔伤造成肋
骨骨折，但因为要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拒绝
住院，边治疗边上课。她说：“我不能因小事把
学生耽误了。”

李珊刚来校不久时，2010级有位叫甘锤仁
的学生，经常逃课。“孩子长大了，要学会谋生，
不能再依靠父母了。我批评他这种任性不负责
任。”她尝试通过多做“舍访”，来和学生建立心
灵联系，甚至他们宿舍水表坏了，也亲自去协调
维修。后来，这位学生终于不再逃课，并在毕业
时表现优秀。

对少数逃课的学生，李珊认为有的是“有
个性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只要正
确引导，他们会加入学习者的行列。“他们会
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也
会问我去什么酒店
好。这些问题很简
单，但如果你不走
进他们内心的话，
他们是不会问你
这些的。”她说。

这就是我的“作品”。
苏庆明 摄

乡村教师盘学秀在上课。 赵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