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07·

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编辑 素馨 视觉 湛肹 组版 郑淑棉

教育扶贫路上的 无锡力量
他们接力在老少边穷地区点亮希望的“灯”

15 年，无锡市金星中学退休教师王培已经走遍黔、川、陕等 10 多个省的老少边穷地
区，带动一批人将大爱播撒到贫困山区；30 年，金星中学历史老师奚晓青几乎整个职业生
涯都在当班主任，
她与丈夫相约退休后前往贫困地区，
延续王培老师的教育扶贫梦。
“立德树人奋进担当，
教育脱贫托举希望”
，
日前，
记者寻访了锡城心怀大爱的教育人，
他们皆是教育扶贫路上的
“无锡力量”
。

教育扶贫路上步履不停
8 日下午，王培受邀前往无锡市实验
幼儿园做讲座，讲述他 15 年来千里助学的
故事。讲座结束后，幼儿园在全体教工中
发起爱心捐助活动，该园将通过王培牵线
向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村办
幼儿园捐献
“爱心书包”
。
从烟雨江南走到西南边陲，从黑发浓
密走到白发苍苍，15 年来，王培曾 8 次亲
赴贵州，步步铿锵。
“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孩
子们做点事，是我退休生活中最快乐的
事。”
他说。
大到修桥、铺路、盖学校，小至捐赠各
种物资，王培做过太多事情，而 2 所希望小
学和 3 座图书馆的建成是他眼中扶贫路上

的“里程碑”。2016 年，贵州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三联村小学的新校
舍建成了，王培忍着关节疼痛第七次赶赴
贵州参加新校舍的落成典礼。
“2015 年 8
月，我去的三联村小学还是村口小山包上
的破旧吊脚楼，摇摇欲坠。”王培回忆道。
回到无锡后，他与无锡团市委向日葵助学
中心联系，发起慈善拍卖活动筹集建新校
舍的善款，三联村小学师生第一次走出大
山，为无锡人民献上侗族大歌。2017 年，
在王培的联系下，向日葵助学中心又帮该
县尚重镇美德村美德小学新建校舍。
在王培看来，图书馆对孩子来说意义
非凡。2014 年，锡城数千名师生响应王

培的号召，捐书近万本，捐款共 1.5 万元，
黎平县第四小学因此建起了第一个图书
馆；2017 年，王培与爱心人士为美德小学
寄去一批新图书，帮助该校建立图书馆；
2018 年，无锡市教育系统关工委顾问、离
休老干部冯毅洁捐赠了 26360 元善款，委
托王培为坝寨乡高场村小学建成了爱心
图书馆。
去年，
王培第八次赶赴贵州，
考察了高
场村小学图书馆，为当地学生发放了文
具。教育扶贫的路走了 15 年，王培的日记
也写了 15 年，
“仔细想来，这些年得的荣誉
不少，所以我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多。只要
我还做得动，
前往贵州的步子便不会停。
”

教师夫妻有个支教梦
金星中学的历史老师奚晓青入职 32
年当了 30 年班主任，以前教过的学生又成
了她的学生家长，带出的徒弟都成了优秀
班主任。她和丈夫还有个支教梦，计划退
休后自驾去支教。
班主任工作不好干。但奚晓青有妙
法，琢磨学生的兴趣爱好，走进他们的心。
她曾接手的一个班，男生痴迷足球不做作
业。对足球不感兴趣的奚晓青陪着学生看
了两年足球联赛，
“收服”了这帮孩子。学
生喜欢篮球，奚晓青就替他们张罗组织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学生篇 我的宝藏老师

种对抗赛。即便年过五旬，奚晓青对学生
喜欢的明星、手机游戏依然了如指掌。
“不
了解的地方我会用手机搜索，了解了他们
的喜好才有机会寻找教育的切入点，加以
正面引导。
”
奚晓青说。
奚晓青和丈夫朱小红同为初中历史老
师，
都喜欢自驾游。这些年来，夫妻俩几乎
走遍了全国，
把 4 条进藏线走了个遍。奚晓
青介绍，
他们参观游览以
“红色”
为底色，
历
史书里介绍的诸如“河姆渡遗址”、虎门销
烟所在地、江西瑞金等都是他们自驾游的

打卡点。百闻不如一见，他们现场所见和
感受丰富了课堂内容，
让学生舍不得走神。
去年 10 月底，在甘露中学任教的朱小
红得知援疆支教任务以及当地缺初中历史
老师的情况后，作为锡山区历史学科带头
人、55 岁的他主动报名，如今在霍城初级
中学。
“这次支教多少算圆了他支教梦。我
们夫妻俩有个共同的心愿，向王培老师学
习，退休后自驾到偏远、贫困的地区，无偿
教那里的孩子。
”
奚晓青说。
（杨涵、
陈春贤）

教师，一个神圣的名字；教师，一种崇高的职业。只有爱孩子的人，他
才可以教育孩子。师爱，
是教育的前提和开始，
是通往教育的桥梁。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董事长、校长丁谷怡介绍，办学二十年，学校的老
师们始终把“上孩子们喜欢的课，做孩子们喜欢的老师”作为自己的目标，
他们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
也收获着感动。

教师篇 我和我的学生们

●一肚子儿歌的老师

●小光头笑了

“刀是小鱼头，田是小鱼肚，长横小
鱼尾。”
“一点一横长，口字在中央，大口张
着嘴，小口里面藏。
”
童趣盎然，深入浅出，孩子们总是
围着她猜谜语。常常编字谜、写儿歌的
邹净老师说：
“讲孩子的语言，才能吸引
他们，贴近他们。
”

作文课前，我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
“我
班来了个小光头”这几个字，这下，班级炸开了
锅，同学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华星宇。我问：
“能
说说这个新发型比起他之前的发型有什么好
处吗？”班上孩子有的说洗头直接水冲冲就干
净了；有的说洗好都不用电吹风；还有一个小
姑娘说这样的发型感觉很清爽。听到这样的
回答，我马上顺下去：
“对，要我说，这样的板寸
头是最帅的。”然后，我打开了幻灯片，播放了
很多男明星剃着板寸头的照片，最后一张照片
停格在一个军人穿着军装，目光炯炯，对着镜
头做出敬礼动作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年轻军人
的头发根根竖着，同学们看到这张照片都发出
了赞叹声……华星宇也笑了。
（任冯京）

●爱发“红包”的老师
新学期开始，徐翠珺老师给每个小
朋友准备了一个红包。领到红包后，我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书签，上面用钢笔
工工整整地写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再看看其他同学的，有的
是：时间不待人，万事莫蹉跎。有的是：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每张书签，都是
徐老师对我们讲的悄悄话呀！
●会变魔术的老师
周瑛老师有个大袋子，就像魔术师
的魔术袋，袋子里常常能变出一些让我
们意想不到的小礼物。有时是一支棒
棒糖，那是周老师在说：
“你真棒！”有时
是一块橡皮，周老师在提醒我们：
“赶紧
改错！”有时是一张贺卡，一定是祝贺我
们取得了进步。有时是一支漂亮的笔，
让我们书写童年的快乐。有时是一本
书……我们爱看周老师变魔术。

●爱的拥抱
“坦然面对自己的过错，这是真正的勇者，
没什么好害羞的！
”
我带头拥抱了前几天被我冤
枉受了委屈的小陈，并向他真诚地说：
“ 对不
起”。接着，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小程站到了敏
感脆弱的小刘面前。没想到小刘首先说了一
声：
“ 对不起”，小程立刻也为自己曾经在背地
里说小刘的坏话而道歉。一时间，教室里回
荡着此起彼伏的“对不起”，回荡着拥抱在一
起的欢笑声。真是好久没看到学生这么放松，
这么开心了。看着眼前的学生拉手的拉手，拥
抱的拥抱，
听着不绝的欢声笑语，
感受着学生们
最简单的快乐，
我也被感染了，
眼泪不知不觉就
盈满了眼眶。
抓住教育的契机，走进学生的内心，打开
学生的心扉，
回归教育的本心。
（孙晓）

●为你跷起大拇指

●我的悄悄话讲给你听

王灵芝老师有一个绝活，她能把大
拇指跷得特别长。她说那是因为她经常
锻炼，总跷拇指。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果然如此。字
写得好，她跷起拇指说：
“太棒了，像印刷
出来的！”字写得差，她也跷拇指：
“这里
面有一个字母长得最美，鹤立鸡群，下次
每个字都要像这个美女学习！
”
动作快的，
她跷起拇指：
“乖乖，
比火箭还快！
”
动作慢
的，她还是跷起拇指：
“慢工出细活，争取
明天提早一分钟！”王老师一天不知道要
跷多少次大拇指，
难怪我们那么喜欢她！

上完《花牛歌》这节课，班里郭星宁小朋友
兴冲冲地跑过来：
“ 老师，我告诉你花牛做了什
么梦！”
“什么梦啊？”
“呵呵，它一定梦见了妈妈
带它去走月亮。”
“走月亮？”
“是啊，这么可爱的
花牛，牛妈妈一定很喜欢。”我摸摸她的头说：
“你的想象真可爱，
老师也喜欢。
”
每次接新班，我总会告诉学生，程老师就是
你们的好朋友，有什么悄悄话都可以讲给我听，
我会帮你们保密。于是，经常有学生来和我讲
悄悄话。蹲下身子，听他们讲悄悄话，成为他们
的朋友。真正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
从心里发出来，
才能达到心的深处。 （程珍）

童眼看世界
写给八百壮士们的
一封信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六（7）班 武济舟
敬爱的八百壮士们：
你们好！
很抱歉，我现在才认识你们。
最近，妈妈带我看了一部电影《八
佰》。通过电影，我了解了你们的事
迹，被你们勇敢、
无畏的精神深深打
动 了 。 我 知 道 其 实 你 们 没 有 800
人，只有 400 多人。对外号称 800 人
是为了迷惑日军，但即使你们只有
400 多人，也打出了 800 人的气势。
我真想知道，在四行仓库战斗的四
天四夜，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你
们和我一样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也只是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被子
弹击中受伤时你们一定也很痛吧，
要直面死亡你们一定也很害怕吧。
但是，你们没有退缩，你们为了苏州
河对岸的百姓，为了同胞，宁愿慷慨
赴死。你们的拼死坚守却没有为中
国争取到有利的条件，你们当时该
是怎样的心情啊？看电影时的我
又悲伤又愤怒。同时我也特别想
大声地告诉你们，虽然当时你们的
牺牲没有换来国际的援助，却唤醒
了沉睡的国民，激发了国人保护家
园的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70 多年的
发展，特别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的加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翻
天覆地的新世界了。今天的中国
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今天的中国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人民幸福
指数、安全感都很高，我们不需要
为了和平而冲锋陷阵，我们只需要
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2020 年
年初，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和痛
苦，今年的疫情，让我们的生命再一
次面临威胁。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像
当时的你们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冲
锋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因为有了他
们的守护、
有了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有了团结一心的人民，我们取得了
巨大的胜利。
敬爱的八百壮士们，假如你们
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一定会很欣慰。
明年寒假，妈妈答应我，要带我去四
行仓库看看你们战斗过的地方。在
那儿，
我再说与你们听，
好吗？
（指导教师 王婧洁）

爱牙护牙
从正确刷牙开始
9 月 20 日是我国第三十二个全
国
“爱牙日”
。为了进一步普及口腔
卫生知识，强化公众对口腔卫生的
关注，增强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口
腔保健的意识，9 月 13 日，20 位无
锡报业全媒体小记者作为“小小口
腔卫士”来到无锡儿童口腔医院学
习口腔健康知识。
本次活动全程围绕口腔卫生展
开，儿牙学科带头人郑雪飞给小记
者们讲解了正确的刷牙姿势：
“刷牙
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不能太用力，两
颗两颗的刷，牙刷紧贴牙齿，来回小
幅度的摩擦。”
她告诉小记者掌握正
确的刷牙姿势是牙齿健康的基础。
讲解结束后，小记者们在现场进行
了一场刷牙比赛，家长们也在一旁
提醒着自己的孩子，
“ 慢一点，不要
着急，医生说了，不好好刷牙，牙齿
要蛀光的。”郑雪飞介绍，很多人并
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希望小
记者们通过这次学习，能掌握正确
的姿势，并且把他们学到的口腔健
康知识普及给身边人。 （陶粼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