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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洪才：“金牌教练”

他培养的学生先后获得2枚国际中学生物
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枚亚洲中学生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金牌，5人进入国家集训队，32人获
得省一等奖，13人因为物理竞赛成绩优异被北
大和清华录取。

他就是长沙市一中物理特级教师、全国优
秀教师黄洪才。

迄今，他独立编写了《奥赛经典·分级精讲
与测试系列》（高中第二册）， 参加了11部教学
著作的编写工作，在国家和省级核心教学刊物
上发表了39篇教学论文。

黄洪才从教30年，搞奥赛培训工作12年以
来，他没有节假日，从不计较任何报酬，十余年
如一日默默地坚守。 作为一名奥赛金牌教练，
无数家长出高额报酬找他给孩子做辅导，都被
他一概回绝。他心甘情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花
在自己学生的义务辅导上。

女儿高考那一年，正值国际奥赛大赛的冲
刺阶段。他无暇为女儿辅导功课，却每天守在
了自己的学生身边。结果，学生在国际奥赛勇
夺金牌，为国争光，而女儿却高考失利。

黄洪才对学生如慈父一般。他家成了学生
改善伙食的好去处。他带过的竞赛学生几乎都
在黄老师家中吃过饭。学生生病了，黄老师亲
自领着他们上医院。 对一些农村困难学生，还
常常为他们垫付医药费。

他的教学业绩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历年
高考、学业水平考试中，他所教班级学生的物
理成绩始终名列省内前茅。

作为一名特级教师，黄洪才在教好学生的
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教师。他的每一
节课都向同组的所有老师开放，大家可以随时
跟班听课，以至于许多外校的同行都经常慕名
前来听他的课。每年的学生评教活动，他的“优
秀”率都是100％，他教过的学生都说“听黄老
师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罗浪：润物无声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罗浪，一岁因病失
聪，是全国高等特殊教育首位聋人教师。

在学校，罗浪主要从事于特教听障艺术专
业高职学生的主干课程教学和毕业设计指导。
面对同样是聋人的学生，他付出了比健全教师
多出数倍的努力。

工作近10年， 罗浪不仅从没有请过假，还
常常在繁重的课务之余， 义务为学生补课。
2005年，福建女孩刘兰兰因家庭困难、无力继
续学业时， 他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的工资，资
助该同学如期毕业。

也是这一年，他带领学生在江西婺源进行
为期两周的风景写生，由于水土不服，有位学
生突发高烧， 他马上背着病重的学生赶往医
院，垫付治疗费用，并一直守护到学生退烧。

从教8年， 罗浪承担了特教学生几乎所有
主干课程的教学工作。2007年， 首届中国浏阳
烟花包装设计大赛在浏阳市举办，罗浪带领学
生积极参赛， 与同学们一起埋头苦干一个月，
在大赛中夺魁，参赛学生全部获奖。

他在校内外多次开办学生专业作品展览，
部分学生获奖作品在相关媒体上刊登。2002级
广告艺术设计系的学生毕业后， 凭专业技能就
业率近百分之百。 2008年， 罗浪指导的特教学
生参赛作品分获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专业
设计类一、二等奖。他设计的第一套“森林防火
宣传扑克”，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全国选拔
中中标，并在全国应用推广。他的油画作品《盼》
获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美术作品特别荣誉奖。其
多件美术作品见诸各类高校美术教材中。

2011年罗浪被评选为“全国教育系统职业
道德建设标兵”称号。

汤光览：大爱如山

1972年，18岁的汤光览放弃了当时最吃香
的肉食部门“转正”的机会，当上了一名“教书
匠”， 在湘潭县石鼓镇将军学校一干就是41个
春秋。

踏上讲台几年后，他身患双下肢血栓闭塞
性脉管炎，辗转全国数家医院，耗资十余万元，
疗效甚微， 双下肢脚掌和脚趾腐烂继续蔓延。
至今， 每天仍依靠药物控制病情。2008年8月，

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汤光览拖着残肢病
体，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始终没有耽误
学生的一堂课。

1995年他走马上任校长， 受命于危难。将
军学校当时屋面千疮百孔，墙壁倾斜。他拖着
残肢病体，与村支书走遍湘潭、长沙，多方求
援，共筹措26万元，建教学楼。从立项到危房拆
除，从图纸设计到报建，从包工招标到施工建
设，180多个日日夜夜，他全程参与，累了在工
棚里歇息一阵，饿了塞几口开水饭。功夫不负
有心人，汤光览终于把将军学校建成为全镇最
好的联村完小。

2012年，汤光览被评为湖南教育十大新闻
人物，并当选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评选”的候选人。

刘惠兰：“天使翅膀”

“上帝忘记给天使装上翅膀，我们用爱帮
助他们翱翔。”这是刘惠兰的座右铭。株洲县渌
口镇湖塘小学这名普通特教教师，用她博大的
爱照亮了残疾孩子的未来。

1991年， 株洲县酝酿开办特殊教育班，县
局领导找到刘惠兰一说，她毅然放弃了一所学
校的校长职务，承担起了一无教材、二无教具、
三无生源、 四无可借鉴教育模式的特教工作。
从此，她就与一群走不稳、说不清、听不懂、口
水长流，甚至大小便失禁的各类残疾孩子生活
在一起。

刘惠兰自制教具、自编教材、自探教法，走
街串巷，寻访残障失学孩子。这一年株洲县第
一个特教班正式开学。两年后，该特教班成为
市教育局检验的“合格启智班”。

在这群孩子眼中，刘惠兰是他们慈爱的母
亲。背着手脚不便的孩子上厕所，扶着他们大
小便，帮他们擦屁股，系裤子。握着他们的手教
他们写字，课余时间教他们练习走路，进行康
复训练。每天，她都要为孩子们忙着这些连父
母都难以耐心“伺候”的工作。

一些智障学生由于疾病而导致行为怪异、
举止失常，经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攻击性
行为，刘惠兰经常被他们抓伤。她没有像其他
孩子甚至个别老师一样远远地躲着他们，还经
常买来孩子们喜欢的水果、糕点，努力拉近与
他们的心灵距离。

刘惠兰把自己的工作分成3个模块： 康复
训练，知识技能教育，健全人格的建立。康复训
练全部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因此在她的工作
时间表中没有节假日和下班时间的概念，她把
自己的每一天平均分配给了她的孩子们。

在特教这条崎岖的小道上执着探索了22
年，她的学生中有159人次在县、市、省甚至国
家级竞赛中获得奖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相
继转入普通班，直至升入初中、技校学习，考上

大学。

缪昌联：山村烛光

浏阳市澄潭江镇龙家小学是一所偏远的
山区学校。 教师留不住， 连代课教师也难请。
1977年，当地的高中毕业生缪昌联，自愿请缨
来此任教，一干就是36年。

缪昌联的家离学校三四公里远，要走一条
崎岖陡峭的山路。只能步行往返。那些年，学校
不开餐，一年四季只能带中饭在学校吃。特别
是严冬，那时还没有保温桶，冬天一碗冷饭下
肚，冷得直打寒战。他有了中师文凭后，很多人
劝他，你是正式国家教师，何不到其他条件较
好的学校去。他说：“我是龙家人，再苦再累也
得顶着。”

缪昌联心里时刻牵挂他的学生。班上的陈
杰芝同学摔伤了，他每天傍晚会跑到离学校有
几公里的陈杰芝家补课； 杨绍林因家庭困难，
不想读书了，他给付学费买生活用品，直到小
学毕业。

为解决学生的饮水问题，他天天在家里烧
好茶水，提到学校。为了让孩子吃上热腾腾的
饭菜，缪昌联自掏腰包购置蒸笼、液化气，免费
为学生蒸菜热饭。夏天酷暑难熬，他瞒着家人
悄悄地购来几台吊扇安装在教室。

他对自己的女儿却无暇顾及，因此女儿高
考失利， 与大学失之交臂， 过早地步入社会。
2004年冬，女儿出嫁。头一天他把女儿结婚需
要注意和张罗的一些事情写在张纸上，交付给
妻子去办，第二天仍在给学生上课。为此，女儿
埋怨了他半年之久。

2011年暑假，学校砌围墙，他生怕高温影
响水泥结构， 每天来回4趟从几百米之外挑水
给围墙“湿水”。2012年学校检修房屋，为节省
开支，他硬是独自一人，把两吨多瓦片担到了
学校工地。他还亲自出马，冒着酷暑，和施工队
一起站在屋顶上并肩作战， 直到体能严重透
支，病倒住进医院。

敖双英：“桃花仙子”

她20岁师范毕业回到家乡。虽然在山区从
教，但她的装备却很“洋气”：手提电脑、数码相
机、摄像机、投影仪等一应俱全，课里课外均不
离手。

她不仅在学生中人气颇旺，网上知名度更
是了得。她在湖南教育网的博客“春暖桃花源”
和腾讯空间的教学随笔访问率极高，网友们亲
切地叫她“桃花仙子”。

她就是桃源县茶庵铺镇中心小学语文教
师敖双英。

她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自费购买了一
整套多媒体教学设备，培育了无数网上寻学和

喜爱阅读的学生。
敖双英是学校的大忙人， 白天围着学生

忙，晚上摆弄博客、整理记录，每个寒暑假也没
有闲着。全国各地的教育研讨会、备课研讨会、
作文培训班、全国特级教师公开课、第一线全
国高级教师研修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敖双英特别看重孩子
们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她的儿童阶梯阅读
实验效果不错，作文教学独具匠心。她用相机
拍下景物，拍下活动，让孩子们学会观察。为培
养孩子们说真话、写真情的意识和流畅的表达
能力。她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写绘日记”，图文
并茂，记载他们几乎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

敖双英特别注意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她在
班上开展了书信沟通活动。每星期，老师和学
生分别给家长写信汇报学校的生活，家长回信
后，她或写信或打电话和家长交流。每周一个
轮回，与家长书信往返已达2000多封。

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大部分用于给学
生买书。她自办的图书室已有图书3000多册。

她的教育故事飞出山村。2008年她被推选
为“感动湖南十大乡村教师”； 2012年7月，她
被授予新教育“完美教室缔造者”荣誉； 2013
年4月，她获得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阅读
推广人物”提名奖。

李名俊：独臂教师

李名俊从小就失去了右手，是郴州市北湖
实验学校的“独臂教师”。

1992年，李名俊“子承父业”，当上了一名
教师。当时就有人怀疑：“一只手怎么教书？”

一堂有市局领导和兄弟学校同行参加的
新课改现场观摩课让他名声大振。 单靠一只
手，准备课件、制作教具，经过几个通宵的“苦
战”，那天，他的《南北各异的自然环境》公开
课，征服了在场的学生和所有专家，这堂课被
市教育局当场指定为“新课改优秀观摩课”。

凭着信念，李名俊不断超越自我：由他担
任班主任的班级，连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由他担任组长的地理备课组， 每年都被评为

“优秀”；他参加市、区教学比武，都荣获第一；
他撰写的论文也曾获得国家一等奖、在国家级
刊物发表。

为了学生，他动辄成千上万地资助；为了
学生，他可以大方地“请客”吃饭补充营养。而
自己连买一件衣服，给儿子买一辆自行车都不
舍得。学生刘炳桂是郴州高考理科状元，如今
就读于清华大学，曾一度面临辍学。李名俊得
知后，力争学校免收他的一切费用；欠着十几
万元外债的他也成为了刘炳桂的坚强后盾。

他对教育、 对学生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
2005年，妹夫以年薪8万让他“下海”，他不为所
动。同学开出月薪1万邀他加盟，他不为所动。

李名俊是地理教师， 还带着初三毕业班。
为了带好初三毕业班，他干脆连被子都搬进办
公室。2010年中考，他所带班级70名学生，有65
人考入省重点高中，创造了学校的一项纪录。

胡奇卉：侠骨柔情

2012年10月8日一大早，一对年轻夫妇，捧
着一面“智勇双全，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品德
高尚”的锦旗，来到了汨罗市城郊中学，送到该
校教师胡奇卉的手中。

此前的9月30日，正值中秋节。胡奇卉匆匆
前往汨罗市一中，准备陪父母过节。刚过屈原
桥不远，她就被一阵叫喊声吸引住了。抬头一
看，只见6米多高的广告牌上方，悬挂着一个3
岁左右的小孩，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

她赶紧停住车子， 迅速跑到广告牌下。也
许是攀得太久，体力不支，胡奇卉的一声“宝
贝，别怕，往上爬”还没说完，小孩“唰”地松开
双手，从广告牌上掉了下来。

千钧一发之际，曾受过体育训练、身高接
近1.7米的胡奇卉，冲上前去，两手稳稳地接住
孩子，并顺势做了一个向前冲的动作。孩子得
救了。

胡奇卉救人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汨罗市
教育局授予她“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并作出开
展向胡奇卉学习的决定。

其实，这是胡奇卉第三次舍己救人。还在
读小学和初中时，她就两次跳入河塘把落水同
学推上岸。

胡奇卉既有侠骨，更多的是柔情。从刚参
加工作起， 她就资助了班上一位姓易的学生，
前后近8年，直到他读完大学为止。当时，她月
工资只有100多元。

她认为，既然选择了三尺讲台，就要懂得
放下，要放下物欲追求，潜心钻研教学，改进教
育方法，让学生在快乐中获得知识。她是城郊
中学初三历史科的把关老师，每年都要任教初
三几个班的历史，成绩一直稳居全市前列。

汨罗素质教育在全国闻名遐迩，曾推出过
《素质教育推介课》光碟，其中初中历史推介课
就是胡奇卉的杰作。 在湖南省学科教学竞赛
中，她代表汨罗参赛，获得二等奖。

胡遂：心灵博导

42年教师生涯，她的课堂永远是座无虚席。
她不是辅导员，不是班主任，也不是心理

教师，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但她的身边总是
围绕着大批学生粉丝， 聆听她吟唱唐诗宋词，
分享她的人生感悟，享受着她源源不断注入的
正能量。

她就是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胡遂。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胡遂以扎实的古文功

底、广博的知识面和充沛的激情，在大学讲台
上，在全国各地的各种讲座中，为数以十万计
的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文学、唐宋
诗词研究、中国佛学与文学、佛教文献概要等
课程， 并主持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撰写了多部学术专著与教材，在国家权威报刊
上发表论文60余篇。

胡遂的课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课之一。这样
的课堂魅力，非等闲功夫能至。比如吟诵古诗
词，就穷尽了她一辈子的努力。

胡遂的课堂总是充满激情，她总是将自己
的人生感悟倾囊而出。 她在教学任务之外，还
广开第二课堂，为学生开讲座，教学生如何处
世为人，如何面对挫折等。

2009年，全国800万大学生在网络上评出
全国百佳教授，胡遂位列全国第五、湖南第一。

除了读书上课，胡遂还特别爱做的一件事
是到学生中去。 她最爱带着学生爬岳麓山听
风，到湘江边赏月，寄情山水间，与学生探讨人
生。从教42年，走到哪，胡遂都是学生最好的朋
友。她的心中，除了女儿、母亲，最挂念的也是
学生。她将学生接到自家吃住，告诉学生自家
住址、电话和电子邮箱，不论昼夜，有信必复，
有访必接。

考虑要咨询的学生太多，2008年初， 不太
会打字的她在新浪开博， 谈自己的人生感悟，
回复学生的提问。她迄今已发博文100多篇，点
击量达13万多。

“素描”师德楷模
本报记者 何国庆

近年来， 在教育强省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我省广
大教师为人师表， 潜心育人， 勇于实践， 甘于奉献，
涌现出一批师德师风先进典型。 其中10名教师在教师
节前夕被授予 “湖南省师德楷模” 称号。 今天， 本报
集中刊发9名师德楷模的先进事迹 （吴永良的先进事
迹， 本报9月8日1版已作报道）， 以飨读者。

编者按

9月6日， 保靖县马王小学的学生在给老师送花， 为辛勤培育他们的老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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