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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群越过围墙争食的声
音，让屋内的智障孩子阿正
受到惊吓。他随后向鸡群抛
出一把糖果，父亲代中贵的
责骂声随之响起……日前，
在文昌市文城镇凌村，面对
如此场景，前来家访的文昌
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陈振宇
耐心劝说代中贵改变这样的
教育方式。

从业14年来，陈振宇经
常与特殊孩子和家庭打交
道。“对特殊的孩子，应该给予
更多关爱。”这是陈振宇长期
践行的教育理念。

在陈振宇的悉心呵护和
教导下，一百余名文昌市特殊
教育学校学子完成了学业。
这些学生中，有人获得了省、
市级剪纸比赛一、二等奖，有
人成为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
还有人考上哥伦比亚大学，书
写励志人生……

2005年，陈振宇从南京
市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后回到家乡海南，进入文昌
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

“走上讲台不久，我便感
受到沉甸甸的压力。”陈振宇
说。和她实习过的国内教育
发达地区不同，当时的文昌缺
少成套的特教体系，文昌市特
殊教育学校招收的新生几乎
都没上过幼儿园，家长受观
念、经济条件等因素制约，没
有让孩子接受过语言训练等

早期干预训练，“这导致许多
学生基础薄弱、抗拒课堂，我
实习时积累的很多经验都派
不上用场。”

即使已经提前做好了思
想准备，在学校任教的困难依
然比陈振宇预想的还要多。

“孩子们没学过手语，有时一
个动作我要重复教几十上百
次；许多孩子不习惯被约束，
经常逃课逃学。有人甚至步
行20多公里偷偷溜回家，让
人担心不已。”陈振宇说，那段
时间，她白天要耐心维持课堂
秩序、摸索教学方法，夜里要
打着手电筒，寻找在校园里

“躲猫猫”的顽皮学生，经常累
得筋疲力尽。

工作虽然辛苦，陈振宇却
没打过退堂鼓。她暗下决心：

“一定要通过教育，帮助这些
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刚执教时，班上有个
‘孩子王’叫晶晶，因为不满学
校更换新老师，便带领同学们
集体‘抵制’我。他们课上不
听讲，故意交头接耳。”陈振宇
说，为了让学生们卸下心防，
她和学生们同吃同住、深入交
流，并在课堂上分享许多有趣
的知识和时事要闻，逐渐敲开
了他们的心门。

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过
去招收的主要是聋人学生。
要帮助这些生活在“无声世
界”里的孩子掌握知识，陈振

宇必须把许多文字表述的抽
象内容变得直观易懂，“比
如，我会把孩子们带到教室
外，用喷壶洒水制造出‘彩
虹’，并帮助他们理解这一自
然现象。”看见阳光在水雾中
经过折射、反射形成缤纷色
彩时，晶晶尤为兴奋。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她成了班上
最积极上进的学生之一。

在教学过程中，陈振宇
十分注重因材施教。聋人学
生白云鹤转学而来。陈振宇
鼓励他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并为其找来专业英语教师补
习英语。白云鹤不辜负她的
期望，先后考入广州聋人学
校、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成为许多学弟学妹
的励志榜样。

“阿正很顽皮，这两年多
亏了陈老师的照顾……”代中
贵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陈振
宇和学校的帮助下，阿正的情
况持续好转，让这个家又重新
看到了希望。

陈振宇说，文昌市特殊教
育学校的孩子都很懂事，“有
些孩子不会说话，却总用手语

‘唠叨’地关心老师的身体情
况；有些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但每次摘了菠萝蜜等水果，总
会带到学校放在老师的办公
桌上……其实，孩子们不知
道，他们展露的微笑就是给我
们的最好回报。”

令陈振宇欣慰的是，近年
来，社会各界对这些特殊家庭
和孩子给予了众多关注和关
爱，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在学
校接受专业的教育教学和康
复训练，他们的境遇已和过去
大不一样。“受益于省委、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海南
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助项
目，近年来文昌市特殊教育学
校招收的聋人生源明显减少，
治疗后转入普通中小学就读
的学生也明显增多。这些变
化都令人十分振奋。”陈振宇
表示，自己将一直坚守在特教
岗位上，呵护特殊孩子们健康
成长。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的
全国服装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上，海南参赛者连续 3年都
获得了金牌，这 3块金牌获
得者都是儋州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的学生，背后的推手则
是同一位老师：田亮东。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服装设计展览室，这里
犹如一个高级时装卖场，
展示着许多造型独特的女
装。“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设
计的优秀毕业作品，从材
料选择到款式设计再到缝
纫制作，全部由学生独立
完成。”田亮东的话语里充
满骄傲和自豪。

学校服装设计展览室中
间设置了一个展台，摆放着
该校从2010年至2019年获
得的数十个奖杯和获奖证
书。海南日报记者现场数了
数：省技能大赛一等奖 18

个、二等奖21个和三等奖4
个，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4 个和三等奖 5
个。

33岁的田亮东是河北省
邯郸人，毕业于天津科技大
学服装设计系，2009年 7月
来到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任教，现任学校艺术系主
任、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理事。

田亮东刚来儋州任教时，
学校条件较为简陋，实训室只
有两间，教学培训用的缝纫机
是工厂淘汰下来的。虽然教
学条件简陋，田亮东并没有放
弃，“有为才有位，干出成绩才
能引起重视，进一步改善教学
条件。”

为了不断积累教学经
验，田亮东一边向有经验的
老教师请教，一边找资料进
行自学，多次参加工艺制作
培训。他经常一个人熬夜制

作衣服到早上五六点，然后
洗把脸又继续到学校上课。
此外，他还多次到北京、天
津、广州、江苏等地学习，进
一步开阔了个人眼界，提升
服装设计水平。

2010年,在全省服装职
业技能大赛上，儋州市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一名学生获得
三等奖，后来又代表海南参
加了全国服装职业技能大
赛。

“这次获奖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田亮东说，此后，学
校负责人将服装专业作为提
升学校知名度、推动学校发展
的突破口，当年就投入280万
元建立4个标准服装实训基
地,为学生们接下来的学习打
下了坚实基础。

2016年，田亮东代表海
南参加全国教师服装立体剪
裁创意大赛，获得金奖。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服装设计专业的实力，获得
了全国同行和国家有关部门
的认可。2018年，该校承办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服装设计与工艺赛项总结
会及教师技能培训班。

学校服装设计专业一般
在纺织制衣产业发达地区发
展得比较好，儋州并没有纺
织制衣产业，儋州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
能够培育出这么多专业人才
并不容易。“我很多学生在江
苏、福建等纺织制衣产业发
达地区都发展得很好。”田亮
东说。

9月4日上午，雨后初霁，
对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
镇好清小学教师邓文婷来说，
上课前穿过这片教室与宿舍
之间的青草地是难得的放松
和享受。

“你看，我们学校虽小但
是很漂亮。”邓文婷说。4年
时光过去了，她从学校特岗教
师成长为拥有正式编制的教
师，从什么课都教的“万金油”
教师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小学
英语教师，唯一没变的是她教
书育人的热情。

2015年，邓文婷通过考
试成为好清小学特岗教师。
学校位于好清村这个离昌江
县城不太远的村子。“毕业后，
我曾在乡镇中学里义务支教
过一年。那段经历让我以为
自己能够应付这里的情况。”

邓文婷笑道。当时的好清小
学条件较为简陋，几个人共用
一间教师宿舍、好动的孩子们
让这个娇小的女孩开始打起
了退堂鼓。

而更让邓文婷想不到的
是，毕业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英语（师范）专业的她，教的第
一节课竟然是数学课。

“孩子多，教师少，大家都
成了‘万金油’。”邓文婷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学校共有100
多名学生，13名教师不仅要身
兼数门学科的教学任务，同时
还要承担不少学校行政工作。

“刚到学校那一年，学校
的教师新宿舍还没建起来，
老师们要挤在几间平房里。”
邓文婷说，她和另一位女教
师一起睡了一年多的双人
床，“能熬过那段日子，也是

一种成长。”
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一

晃而过。邓文婷在收获“海南
优秀特岗教师”荣誉的同时，
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
拥有正式编制的教师，可以到
更好的学校开展教学工作。

“想过离开这里吗？”面对海南
日报记者的问题，邓文婷回答
得很坦然，“当然想过。”

最后，邓文婷选择继续
留校任教，这既有她作为基
层教育工作者的坚持，也有
来自家人的鼓励。“说来也
巧，我的外公外婆都曾是好
清小学的教师。”邓文婷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到学校报到
前，外婆曾对她说：“好清是
个好地方，去了，就留下来。”

邓文婷不仅留了下来，还
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
平。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她
积极参加教学培训，学习新的
教学知识，学习如何与学生们
更好相处。

好清小学一些学生的父
母忙于工作或外出打工，平时
与孩子的交流不多。家庭教
育的缺失，让一些学生产生过
厌学情绪。“在乡村小学当老
师，不仅要教文化知识，还要
怀着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帮助
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邓文婷说。正是肩
负着这样的责任，她在与学生
交流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爱
心和耐心。

昌江十月田镇好清小学教师邓文婷:

热爱让她选择留下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9月 4日上午8时许，当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北京师范
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时，该校高
中语文教师李佑红正在办公
室备课。她的桌头放着刚刚
批改完的学生默写训练簿，每
个错误的地方都被她细心地
用红笔标出，并标注上正确的
汉字或诗句。

“李老师特别负责任，深
受学生们喜爱。”据北京师范
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教务处主
任何富强介绍，李佑红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班级管理能
力强，受到很多学生和家长
的欢迎。在自己的孩子面临
高考时，她也没有放松日常
教学工作。

据了解，李佑红所带班级
学生不仅语文成绩突出，全科
成绩也很优秀。在2018年高
考中，她班里有3名学生总分
超过 800 分，班级平均分约
762分。

除了注重提升学生的学
业成绩外，李佑红还特别重视
学生品格的培养。李佑红认
为，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要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健全的人格。

2015年的中秋节，学生
们晚上都在学校上课。李佑

红买来月饼，在晚修前与同
学们一起分享，“我想告诉他
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
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
同进步。”

像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
比如为学生过生日、举行成人
礼……通过这样一件件小事，
李佑红把温暖传递给每个学
生。“每到节日，他们都会给老
师和父母写卡片，让人心里很
感动。”李佑红说。

李佑红执教至今已有
24年。1995 年从师范院校
毕业后，她就开启了自己的
教师生涯，多次获得优秀教
师荣誉称号。2013年，她从
湖北荆门来到海南万宁，成
为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
学教师。

来到海南后，李佑红发
现，一些学生的语文基础水平
较为薄弱，尤其是阅读方面。
过去的教学经验不太适用于
新的环境和学生群体，她又用
将近一年时间重新总结出一
套教学方法，例如，结合经典
篇目背诵，进行古诗词赏析；
引导学生读懂人物传记，提升
他们的阅读能力。

“老师要把课堂还给学
生，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
人。”李佑红说，只有这样，才

能让他们更具有创造力，“在
语文课堂上，可以运用启发
法、讨论法、目标任务法等方
法让语文课充满激情、诙谐
和幽默。”

适逢课程改革，李佑红努
力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法，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
力。“我目前正在筹备一个课
题，目的是引导学生在整书阅
读中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
李佑红说。

李佑红认为，“优秀教师
对学生要有一颗赤诚之心，要
放下架子、放弃偏见，主动接
触新事物；要与孩子们建立共
同话题，让孩子们真心信任
你。”

在李佑红的学生中，有个
女孩曾经很在意他人的看法，
总是担心自己长胖后会影响
学习和身体健康。李佑红得
知此事后，经常找她谈心，最
终解开她的心结，女孩最终考
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在学生
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一
些困惑，教师要在尊重学生的
前提下给予积极引导。”李佑
红说。

“像李佑红这样的老师，
不仅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也
是学校的重要资源。”北京师
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校一直重视教
师队伍的培养，通过青蓝工
程、集体备课、教师集中培训
等方式，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李佑红的能力非常突出。
在她带领的青年教师中，已
有多人成长为学校的教学骨
干。”

据介绍，2017年—2018
年，李佑红带领的语文备课组
被评为学校优秀备课组。从
普通教师到备课组长，从教师
到班主任，李佑红一直坚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教师
就是一块坚定的基石，要有托
起美玉无数的欣然和坚守。”
她说。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田亮东：

“金剪子”裁出金杯银杯好口碑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教师李佑红：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 本报记者 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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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亮东展示学生毕业设计作品。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陈振宇到学生家里进行家访。见习记者 封烁 摄 李佑红和学生们。本报记者 袁宇 摄

邓文婷给学生们上课。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陈振宇：

帮助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