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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大白沙附中
教师王琴：

演绎严与爱
的辩证法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9月6日是新学年报名日，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海南白沙中学的校园又迎来一批新生。
该校高一年级主任王琴面带笑容，耐心答复学
生和家长的问题，不时嘱咐他们与开学相关的
注意事项，很快就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4年前，43岁的王琴通过海南省好教师好
校长引进工程的层层考核，从江苏省连云港市
一所重点中学来到千里之外的海南白沙黎族自
治县任教，成为白沙中学教师队伍里的一名“新
人”。

从海口到白沙报到的第一天，大巴车在中
线高速公路上行驶了2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在
四五十公里的崎岖山路上行驶，“绕圈圈”般地
驶过鹦哥岭。因为晕车难受不已的王琴，根本
顾不上欣赏层峦叠翠之间的美景。到达白沙
中学后，她看到蜿蜒的南叉河宛如一条玉带从
校门前穿城而过，一栋栋校舍屹立眼前。看到
学生单纯朴实的笑脸，王琴心里踏实了，“既然
选择了扎根山区，我就要沉下心来，帮助更多
孩子爱上学习、走出大山。”

在王琴看来，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做更
好的自己”“愿你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逐梦航
行”……王琴到任后就被委以班主任、政治科
备课组长的职务，每天清晨都会在黑板上写下

一两句班主任寄语，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课
间休息时，常常能看到她在教室里为学生答疑
释惑的身影。在暑假和寒假，与学生、家长通电
话、视频交流，或沿着崎岖山路驱车一两小时进
行家访，已成为她的假期常态工作。

学生小琪上高一时，学习积极性不高，成
绩不稳定。王琴与她多次交流后得知，家境困
难、父母身体不好等原因影响了她日常学习的
积极性。为此，王琴进行了多轮家访，动员家
长积极开导小琪。去年高考，小琪获得了753
分的好成绩。

“严与爱，让学生既能成才，又能成人。”王
琴说。在白沙任教已满4年的她坦言，与白沙
师生、家长一道探索求知，收获颇丰。去年，白
沙县委、县政府加强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沟通合
作，在原白沙中学的基础上，揭牌成立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海南白沙中学，师资力量得到充
实，办学模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越来越多学
业优秀的孩子留在该校就读。

新学年伊始，朝气蓬勃的新生陆续走进
校园，王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个偏远山城
的教育未来，恰如那层峦叠翠的鹦哥岭，孕育
希望，充满生机。

王琴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金秋九月，新学年开启，我们迎来了第三十六个教师节。
一根粉笔、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每个人成长的道路上，都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

本期《教育周刊》从我省教师中选取5位优秀代表进行报道。他们在讲台上演绎精彩人生，
让更多孩子拥有迈向广阔天地的机会。他们的坚守，让孩子们的心灵和未来熠熠生辉。

东方江边中心学校
教师周丽春：

托起山里娃
的求学梦
■ 见习记者 刘婧姝

9月开学季，东方市江边中心学校教师周
丽春近日提前到校，准备开学工作。校园的广
播里循环播放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即将看
到学生们熟悉的笑脸，周丽春心里暖洋洋的。

1998年，拿到东方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
的那一天，周丽春欣喜若狂，她终于可以实现
自己小时候的梦想。上小学三年级时，她在一
名实习教师的鼓励下，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决心要成为一名教师。

2001年毕业后，周丽春一直在私立学校
任教。2009年9月，她来到东方市江边中心
学校任教。“我刚来的时候，有些孩子普通话
都不会讲，跟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样。”周丽
春说，从那时起，她就决定要让这些山区的
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两年前，身材瘦小、头发发黄的小茗（化名）成
为周丽春的学生。“他平时几乎不跟人交流，老师
问话时也只是点头或摇头。”从见到小茗的第一天
起，周丽春就开始默默关注这个“不太一样”的孩
子。

有一天，小茗没来上学，家长也不知道他
去了哪里。心急如焚的周丽春很担心小茗的安
全，便发动全校教师一起去四处寻找。“我们担
心他有危险，重点查看了楼顶和水库等区域。”
后来，夜幕降临，小茗才自己回到家里。

学校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小茗的母
亲也常年在外打工。他十分孤僻，平时很少
和同学来往，有时还会被班里的同学欺负。
为了让小茗走出心理阴影，周丽春鼓励同学
们和他交朋友，让他们玩游戏时叫上他。得
知孩子在校的表现后，小茗的母亲急得在电
话里责骂他。周丽春耐心与小茗的父母沟
通，让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关怀和呵
护孩子的成长。

“别怕，在学校老师就是你的依靠。”在周
丽春的呵护下，小茗慢慢打开心扉。“后来，他
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见到我也会主动打招
呼。”看到小茗的变化，周丽春感到十分欣慰。

小茗等众多山区孩子的成长，让周丽春更
加坚定了扎根山区学校的决心。这些山区孩
子渴望爱、渴望知识、渴望走出大山，周丽春的
守护无疑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力量。

采访结束时，周丽春的同事沈霞说，“学校
在这茫茫的大山里，交通十分不便，有些老师
都不想来，有些人来了很快就走了。周老师在
这里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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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教师袁涛生：

一名“双师型”
汽车医生
■ 本报记者 昂颖

9月 7日上午10时许，海南省机电工程
学校的汽修实践车间里，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正在进行。该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
们，正在认真听85后教师袁涛生讲课。只见
他手握扭矩扳手，弓着腰在汽车底盘下一边
示范一边讲解，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衣服。

“袁老师技术高超，教学严谨，不遗漏任何
一个细节。”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汽修专业
2015届毕业生、海口市广汽丰田美兰区店技
术总监薛尚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无论是在校
时还是毕业后，同学们都习惯称袁涛生为“袁
师傅”。

今年33岁的袁涛生已经在汽修教学岗位
上耕耘了11年，为上百家知名企业培养了数千
名汽修人才。作为学校新能源汽车教学研究组
组长，他近年来先后荣获省级骨干教师、省优秀
教师、省优秀高技能人才奖等多项荣誉，获评为
汽车修理工高级技师、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

“袁老师告诉我们，一名‘汽车医生’要有解
决疑难杂症的能力。想学好汽修这个行业，就
要反复琢磨、反复练习。”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汽修专业学生郑好养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袁涛生的口头
禅。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汽修工作的诀
窍，每次实操课上，他都会反复进行演示操作，
直至学生完全掌握要点和难点。

袁涛生认真负责的态度，还体现在与学生
们共同备战全国职业院校中职组技能大赛等
竞赛上。袁涛生在大赛前都会和学生一起进
行至少4个月的技能集训。在连续九年的全
国职业院校中职组技能大赛中，袁涛生带领学
生一共斩获12项大奖。“最辛苦的是临赛前那
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进行高强度
训练。”备战过程很辛苦，但袁涛生觉得“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

过去，袁涛生主要教授燃油车型的维修
技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渐成熟，给
他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2017年，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开始布
局开设新能源汽车维修实践课程。新能源
汽修行业要求维修人员熟练掌握电池管理
系统、电机控制系统和车载网络技术。为了
更好地掌握新能源汽车车型的维修技术，袁
涛生每逢周末就去汽修厂“充电”学习。同
时，他还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理论知识储
备，暑期多次参加新能源汽车专业化培训。

“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就是对将来每
一位需要汽修服务的顾客负责。”袁涛生
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在认真学
习专业技术，向行家里手的目标迈进。

海师马克思主义学院
辅导员陈霆：

帮学生扣好
“第一粒扣子”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一名男子横穿马路跨越围栏，却刚好落
在交警的摩托车后座上……小视频中的这
幕情景逗得孩子们放声大笑。近期，海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陈霆通过线
上教学的方式，对我省60名医务人员子女
和贫困家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是陈霆
组织的又一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的部分内容。

除了安全教育外，陈霆和海师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在10天时间里，还为孩子
们送去了趣味数学、海洋文明、疫情防控、突发
事件应急知识等累计360余个学时的支教课
程。

从2014年参加工作至今，陈霆每年都会组
织和参加“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

他做好思政教育工作的“法宝”之一。由于兼任
学校辅导员和团委书记，这位85后青年教师创
新性地将思政教育和群团工作结合起来，力求
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让看似枯燥的思政教育工
作更有亲和力、感召力和生命力。

以志愿服务活动为例，这些年来，陈霆为海
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量体裁衣”，打造了“阳
光助残”“恤病助医”等6个领域的8个实践基
地、8个精品项目，累计为5万余人次提供超过
2.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2015年暑假，陈霆带队到定安县新竹镇新序
小学支教。他们以教室为宿舍，以课桌和地板为
床位，用白布拼接成幕布播放励志影片；去年，陈
霆的学生们在乡村学校顶岗实习，他开了一个多
星期的车，把6个市县的15所学校转了个遍，就为
了亲眼看看学生们的实习和生活情况……

陈霆认为，“言传身教”就是最生动鲜活的
思政教育。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参
加了捐款和志愿服务活动，主动承担学院“战
疫有我”的专项宣传教育行动，先后编辑推出
18篇理论文章和微课课件，其中多篇文章被

“学习强国”平台和人民网等主流媒体转载。
在陈霆等人的带动下，海师马克思主义

学院学子迅速行动起来，集结成“青年疫情防
控突击队”，通过捐款捐物、在线支教、结对帮
扶医务人员子女等方式在全国各地积极抗
疫。陈霆认为，学生们的表现就是思政教育
润物无声、厚积薄发的最好证明，“我将继续利
用好群团工作这一载体，守正创新开展好思政
教育工作，切实帮助学生们‘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

陈霆

袁涛生 本报记者 昂颖 摄

三尺讲台
与坚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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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红毛希望小学
特岗教师王杨颖：

让孩子与音乐
美丽邂逅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

9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
迎来开学的日子，六年级学生小芸迫不及待想
要见到王老师，把自己刚学会的歌唱给她听。
得知王老师正在北京培训时，小芸有点失望。

让小芸心心念念的王老师叫王杨颖，是红毛
希望小学的特岗音乐教师。2014年毕业于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的王杨颖，上岗前对“特岗”有过一
些刻板印象，“我觉得可能要在条件艰苦的农村
学校任教。”

做好吃苦准备的王杨颖，2018年通过全国
特岗教师招聘进入红毛希望小学。第一次到校
报到时，她惊呆了。

崭新的课桌椅、标准化操场、现代化教学
楼……红毛希望小学的基础配套设施和城里
学校几乎没什么不同，让王杨颖感到有些意
外。“我小时候也在乡镇学校读书，这个学校的
硬件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王杨颖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她小时候就读学校的师资力量
流失严重，几乎每学期见到的老师都不一样，
这也让她萌生了长大后留在乡村教书的念
头。

学校的教学环境比想象中要好很多，不过
王杨颖仍依稀看到了儿时学校的影子，“整个

学校六个年级近500名学生，在我来之前只有
一名音乐老师。”王杨颖第一学期上课教唱歌
时，孩子们根本不敢张嘴，个个都低着头很腼
腆。

如何“撬”开孩子们的嘴？王杨颖想利用
兴趣小组的形式带他们重新认识音乐这门
课。刚开始，报名参加兴趣小组的学生寥寥无
几。“我只能一个个劝说，告诉他们以后可以出
去演出。”王杨颖说，学校学生大多来自附近黎
族村庄，“见世面”的机会少，一直渴望能看看
山外的世界。

在王杨颖“生拉硬拽”下，一支学校合唱团
宣告成立。农村孩子音乐基础薄弱，认识五线
谱的学生几乎没有。王杨颖就从吐字发声等
基本功教起，边排练边讲解乐理知识，一点点
纠正学生的发音。

“斑鸠叫毛鸡合，斑鸠多挂榕树……”去
年，为了参加县里的一个唱歌比赛，王杨颖将
参赛歌曲音译成黎语版的《斑鸠歌》，一下子调
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那次比赛成绩不算太
好，但孩子们的进步却被王杨颖看在眼里。黎
族姑娘小芸平时不爱说话，有些自卑，随着音
乐放声歌唱时却显得从容自信。渐渐地，她在
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自信。

“音乐或许不能直接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却能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王杨颖说，她想继
续带好这个合唱团，让更多乡村孩子感受到有
温度的音乐教育，通过与音乐的相遇拥有更丰
盈的精神世界。

王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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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