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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屈晓军

“徐特立教育奖”，是我省设立的授予教
育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今年教师节， 全省14位获“徐特立教育
奖”的教师中，出现了首位幼师界代表。

她就是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幼儿园的
园长罗晓红。

辞去团委书记职务，选择当幼师

“园长妈妈好”“罗妈妈好” ……近日，当
罗晓红带着我们穿行在长沙师范附属第二幼
儿园时，孩子们争着向她问好。而一双大大的
眼睛、 圆圆的脸上始终挂着亲切微笑的罗晓
红， 则用温暖的眼神回应着每一位孩子的问
候。

1981年， 罗晓红以湘潭中考第一名的成
绩进入了长沙师范就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
留校任团委书记。

两年后， 罗晓红主动辞去母校团委书记
的职务， 申请到长沙师范附属第一幼儿园当
幼师。

“相比当团委书记，我更愿意做教师。因
为我有一个梦想：那是毕业实习时，学校请来
了两位特级教师作报告，听了她们的报告后，
我就梦想自己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罗晓红回忆。

用心带好每一个孩子 ， 坚持
做了18年

上世纪80年代，幼师，在很多人眼中，就
是“高级保姆”。

而罗晓红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孩子的
热爱，赢得了家长们的尊重。

“做孩子喜欢的专业教师，这是我当幼师
第一天起就定下的目标。” 自1986年起，罗晓

红在长沙师范附属幼儿园担任班主任， 一干
就是18年。

她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孩子，发现画画最能
通达幼儿心灵， 于是就变身为孩子们心中的
“大画家”，今天画这个孩子的妈妈，明天画那
个孩子的爸爸，慢慢地，孩子们也跟着她拿起
了画笔，画自己眼中的人物、花朵、动物……

“我教的一个班46个孩子，后来每个孩子
都爱上了画画，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在长
沙师范附属幼儿园， 罗晓红“通过美术教育
通达儿童心灵”的教学实践，一做就是18年，
做得声名鹊起：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
长沙市学前教育界最年轻的特级教师。2010
年12月， 长沙市设立首个学前教育名师工作
室，以“罗晓红”命名，她是首席名师。

“没有研究心理的教师，不可能成为优秀
教师。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宝贝，需要我们用专
业知识，用心带好每一个孩子。”罗晓红回忆。

7年， 打造出一个省级示范性
幼儿园

2011年， 罗晓红调到长沙师范附属第二
幼儿园，负责该园筹建工作。短短7年时间，她
带领团队将该幼儿园打造成省级示范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达900多人，想入园者趋之若鹜。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长师附二幼的孩子
们书包里没有书本，只有毛巾和玩具。他们从
不搞“六一”表演，但过“四大节”，即科技节、
艺术节，体育节和阅读节，每个孩子在这里都
很开心。

“尊重儿童成长规律， 着眼儿童发展整
体，重视儿童发展过程，关注儿童发展结果”，
秉持着这一教育理念，罗晓红带领着团队，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融入到一日的晨检、饮食、
习惯培养、课程游戏、体育锻炼等活动中，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并且与团队一起

不断地学习和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
“办教育要一切为了孩子，不能有半点虚

情。”罗晓红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我们的孩
子长大后，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幸福的。”

她的足迹遍布全省20多个县（区）

“她是一个有大爱精神的人。”这是同事
们对罗晓红的评价。

长沙县黄花镇东培幼儿园园长唐向阳，
至今还记得几年前罗晓红来幼儿园给学生家
长讲课的情景。“那是罗老师第一次讲座，家
长们光膀子的、穿拖鞋的、抽烟的一大片。于
是，罗老师当即调整内容，讲家长言行对孩子
的影响。随着讲座的进行，有的家长把烟熄灭
了，有的出去把衣服穿上了……”

自2010年起， 罗晓红以长沙市学前教育
名师工作室和长师附二幼为依托， 大力开展
送教下乡和对口支援等活动， 足迹遍布湖南
20多个县（区）。她不仅从幼教理念、环境创
设、 教学设计等多方面给这些农村幼儿园进
行诊断和把脉， 还定期给他们带去主题讲座
或示范课， 并邀请他们的教师来长师附二幼
学习观摩。

“我们幼儿园与全省10余所乡镇幼儿园
签订了对口支援协议，如今其中4所幼儿园成
了县级示范幼儿园。” 罗晓红介绍。2016年5
月， 长沙市设立首批特级教师农村学前教育
工作站，罗晓红是站长；今年9月，她又成为长
沙市首批名校长（园长）工作室首席园长，是7
个工作室中唯一的幼教代表。她还获得了“湖
南省师德标兵”称号。

更为可喜的是，罗晓红的团队里，还走出
了一大批幼儿园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包括6名
县（区）学前教育工作室首席名师，7名学前教
育学科带头人， 18名长沙市骨干教师，20名
省、市、县（区）教学能手，20名湖南省幼师国
培专家库成员。

朱本召

从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任上辞职，让
出倾注心血多年的音乐工作室。 从北京回
到湖南，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让姚津华做出这样惊人选择的， 是他
的公益音乐梦想。2012年， 他回到家乡湖
南，创建“阳光”公益音乐团队，只为让音乐
爱好者，遇见纯正的音乐教育。

纯公益上培训课

2012年，姚津华作为专家评委，应邀
回家乡湖南某市参加一个萨克斯选拔赛，
他遇到一大群孩子，都是选拔出来的好苗
子，可是大都被教歪了，不是嘴型不对就是
手型不对，呼吸也不对……

那一年，姚津华决定回家乡，要把更正
规的、更高水平的音乐教育带给家乡的人
们。在长沙，在岳阳，在湘阴，在汨罗……一
支一支以“阳光”为名的音乐团队组建起
来。

姚津华亲自授课，还把中央音乐学院
杨桐教授、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黄家豪教
授等多名国内外萨克斯名家请来讲座。他
和他的团队还义务为多所学校上门培训学
生……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纯公益。有人给
他算过一笔账，回湖南这几年，他至少无
偿上了上千人次培训课。 但姚津华并不
介意。他高兴的是，受到正规高水平音乐

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阳光” 音乐团体的
演出，也已开始在长沙、岳阳等地声名鹊
起。

想去维也纳演奏

教育的成功由学生说了算。 而姚津华
在湖南的短短几年内，就带出了一大批“牛
学生”。

李哲辉是一个特殊的弟子。50多岁
的他因“视网膜色素变性” 几乎失明，
2013年开始跟随姚津华学萨克斯，“曲不
离口，萨不离手”，眼睛看不清谱子，就请
人帮他唱谱， 并熟记在心……短短几年，
他先后分别获得了中南五省萨克斯成年
组金奖、 雅马哈全国比赛湖南赛区成人
组金奖和全国萨克斯比赛湖南赛区成年
组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这3项比赛的最
佳精神奖。

75岁退休在家、内心孤独的长沙砂子
塘社区杨开强老人是另一位受益者。从“五
音”不全，到参加小组合奏，他用了4个月。
在这4个月里，姚教授手把手一个一个键摸
着教他， 而他也每天充满激情的练习，如
今，他已经能够独自吹奏曲目。

另一个特殊弟子谭广生， 还把他的公
司俱乐部贡献出来， 专门打造了一个小型
的萨克斯演奏、训练场所。谭广生说：“是姚
教授带来的萨克斯音乐， 让我们找到了新
的生命价值。我们的目标是，去维也纳‘金
色大厅’演奏。”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张亚娜）天气转凉，流感病毒进入活跃
期。近日，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出提醒，季节性
流感流行高峰期将至， 市民可接种流感疫苗
防病。

专家介绍，流感即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
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病毒可
分为甲（A）、乙（B）、丙（C）三种类型。人流感
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引起
的。流感主要通过飞沫、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或

接触被流感病毒污染的物品传播。
普通感冒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较轻， 主要

集中在上呼吸道，引起鼻塞、流涕、咽喉肿痛、
打喷嚏、咳嗽，以及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一
般比较容易治愈。 而流感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则会更严重、更多、更复杂。除了起初类似普
通感冒出现上呼吸道症状以外， 还往往较快
发生严重的全身症状，例如高热、全身酸痛、
无力，还可能有腹痛、腹胀、呕吐等，严重者可
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专家建议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因为
每年的流感疫苗会根据毒株的变化做调整，
以确保疫苗与流感病毒流行株之间的最佳匹
配。接种时间为每年9月、10月至次年3月之间
均可，接种越早保护就越早。孕妇、半岁以下
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成员、5岁以下儿童、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定慢性病患者、医务人
员等，均为易发生流感的高危人群。

此外，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适量运动，
注意保暖，注意通风换气，勤洗手，均衡营养。

一切为了孩子
———记首获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的幼儿园教师罗晓红

姚津华和他的“阳光”公益音乐

流感病毒进入活跃期
省疾控中心提醒可接种流感疫苗

10月18日， 来自湘渝黔边区5所老年大学的师生在龙山县高级中学体育馆进行文艺
演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当日，湘渝黔边区老年大学“第四届文化交流活动”在龙
山县举行。 曾祥辉 梁涛 摄影报道

载歌载舞庆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