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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军 吴雅敏

岁月如歌，弦歌相继，创办于 1924 年的耒
阳市二中， 是耒阳市第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湖
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悠久的办学历史、
厚重的人文芳华和独特的精神传承，使其一路
芬芳。 以往硕果累累，今日更在潮头！

“爱与尊重是教育的真谛，教师是学校的
最大财富，育人是学校的终极目标。 ”耒阳市二
中校长邓玉明一见面，就言简意赅地点出作为
校长应该抓好的三项工作。

这是一位颇具大家风范和大爱精神的专
家型校长，从教 30 余年，其中担任耒阳市二中
校长 16 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特级
教师”，在引领耒阳市二中发展过程中，一直都
在理论上创新、实践上超越，不断刷新人们对
教育进步的理解， 产生了许多具有引领性、示
范性的新理念、新经验。 近年来，在促进教育深
化综合改革中，亦一直把帮扶区域内薄弱学校
的发展作为学校新时代应有的责任与使命，并
不断取得显著成效，书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的教育“奋进之笔”。 在推进学校创新发展进程
中， 他更是不甘仅停留在单一质量的提升上，
而是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潜能引爆教育”。 其办学
理念是“面向每一个学生，高贵其精神，引爆其
潜能”，以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有效增
加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的培养实践进行了生动诠释。

新目标展现新图景。 创新是击响教育奋进
的鼓点，依托“潜能引爆教育”的理念，耒阳市
二中在师德建设、德育工作、教学研训、学校管
理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 形成了理念引领、课
程多样、教学导思、环境友好、研训差异化和管
理精细化的“潜能引爆教育”学校文化，进而形
成了“整体 +系统”的德育特色、“素质 + 个性”
的教学特色、“全员 + 错位”的研训特色、“生本
+ 多样”的课程特色、“精管 + 细理”的管理特
色等。 以多元优质之姿实现了具有时代特色，
乃至引领时代的卓越发展。 近年来，先后荣获
了“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校”、“湖南省示范
性普通高中网络督导评估优秀学校”、“湖南省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学校” 等 40 余项省部
级殊荣，被衡阳市教育局评为“高素质人才培
养先进单位”、“基础教育校校结对帮扶先进单
位”，被清华大学授予“生源学校”，每年吸引了
大批省内外兄弟学校前来参访， 并成为 2016
年湖南省县市区课题管理现场会的主现场，所
展示的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与会领导、专家的一
致好评……

新思想照亮新未来。 教师是发展教育的第
一资源，凭借“潜能引爆教育”的启导，近年来，
该校教职工师德评价优秀率高达 98%以上。因
师德突出、业绩优秀，有 15 名教师被评为衡阳
市和耒阳市学科带头人，40 名教师被评为衡
阳市和耒阳市骨干教师，多名教师被评为衡阳
市十佳班主任、金牌教师、衡阳市首届教学名
师、衡阳市优秀教师。 同时，还有一大批青年教
师崭露头角、不断取得佳绩，其中在 2017 年的
教学比赛中，就有 2 人次获国家级奖，15 人次
获省级奖，45人次获衡阳市级奖……

新方略领航新发展。 爱与尊重是激活教育
目的的密匙， 通过“潜能引爆教育” 的实践，
2016 年高考， 该校本科一、 二批上线总人数
622 人， 不仅再次成为衡阳市高考上线大户，
其中 H511 班的学生黄思超还以 690 分的裸
分，位列衡阳市第一名，被清华大学录取；同班
的李连城亦以 667 分的裸分，位列衡阳市并列
第八名，被北京大学录取。 2017 年高考，该校
本科一、二批上线总人数 665 人，上线人数再
创新高。 同时，在湖南省“三独”比赛、高中数理
化生、奥赛、科技大赛、器乐类联考、田径、足
球、篮球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7
年，该校女篮不仅代表中国出访参加了在韩国
蔚山与中国衡阳举行的第十届中韩青少年体
育交流活动；还在湖南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
和湖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上，代表衡阳市参
赛获得了第五名和第四名，创造了该市女篮参
加省级比赛史上最好成绩， 并有 10 名学生获
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及大学单招的资格。 还以
“促进学生精神正成长”为德育理念，大力推进
德育改革与创新，不断打造出“传统文化颂读”
等自主体验式品牌德育活动，使学生的思想品
德评价优秀率达 90%以上，《德育校本课程的
开发与实施》也荣获了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并不断涌现“湖南省优秀团员”、“衡
阳市优秀团员”、“衡阳市美德少年” 等先进典
型；每年更有许多高校发来喜报，称赞该校毕
业学子“思想品德好、学业功底厚、综合能力
强、发展后劲足”等等。

桃李灼灼，云蒸霞蔚。“潜能引爆教育”引
领下的耒阳市二中，而今正风华！

画面一：情暖学子润无声，人人
处处竞光辉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近年来，在
“潜能引爆教育”的引领下，耒阳市二
中坚持立德树人、师德为先，把爱与尊
重基因植入每个教师的灵魂， 并引爆
了广大教师的潜能。

“学生与课堂是我幸福的源泉”
高擎爱的旗帜，扬起理想教育的风帆。 化

学教师蒋牛生，在耒阳市二中已执教 20 年，人
如其名， 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夙兴夜寐、
勤勤恳恳，就像一头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亦
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老牛”。 在同事眼里，他总
是勇挑重担、课比天大，心里满满都是学生。 他
的课堂魅力四射，不仅让众多化学尖子生在各
级比赛中绽放耀眼光芒，更让无数畏惧化学的
学子痴恋化学，圆名校之梦。 他有突出教学成
绩，却十分淡泊名利，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
是三尺讲台， 平生之愿只想做一名纯粹的教
师。 ”2016 年下学期，本已是学校年龄最大的
班主任，竟被检查出患有鼻咽癌，学校给他放
假休息。 他在病情被基本控制后又回到原工作

岗位，并经校领导多次动员，才不再担任班主
任，但仍坚持执教高三年级的化学。 问其为何
如此眷恋课堂？ 他说：“学生与课堂是我幸福的
源泉，与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我舍不
得放下。 ”

“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最大
程度挖掘学生的潜能”

抓住尊重的内涵， 切实拎起教育的魂和
纲。 英语教师肖兰芳，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
耒阳市二中执教，是该校目前奋斗在教学一线
年龄最大的教师。自 1986年以来，她一直担任
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从事高三毕业班的教学
工作， 不仅被评为耒阳市英语学科带头人、国
家级中小学骨干教师，还荣获了衡阳市“芙蓉

百岗明星”、“湖南省优秀教师”、“五个一工程”
先进个人等称号。 她 36年如一日扎根讲台、潜
心耕耘，尽管课程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但仍坚
持一丝不苟地打磨，把每一堂课都当作是一次
挑战，每一堂课都力求创新，并以此带动和影
响身边的同事。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每天想得
最多的就是如何最大程度挖掘学生的潜能。 ”
近年来，她更是以尊重课堂、尊重学生为前提，
以放手为方式，以引爆为目的，延伸出“坚持备
教材、备教法，备学生”的教学理念，使其每年
所执教的高三毕业班， 不管之前成绩如何，只
要经过一年的努力，在高考中均可取得可喜的
增量。

画面二：播火传薪弘大雅，奋做
名师气贯虹

学校发展，教师为本。 近年来，在
“潜能引爆教育”的引领下，耒阳市二
中形成了“异步+错位”的研训特色，
实施了“青蓝工程”、“中坚工程”和“名
师工程”，为教师专业成长铺就了一条
康庄大道。

“当一名时刻是学生的教师”
铺就发展的康庄大道，有效激发了教师专

业成长的积极态度。 生物教师谢志明，外表亲
和朴实，骨子里却坚毅执着，以“当一名时刻是
学生的教师”的教育态度，坚定地行走在专业
成长的道路上。 自 2008 年调入耒阳市二中执
教至今， 先后凭借学校“青蓝工程”、“中坚工
程”和“名师工程”铺就的大道，他一路积极进
取、奋力攀登，进而一步步超越自我，不断释放
自己的潜能，越来越稳健地行走在成就名师的
路上。 不仅获得湖南省中学生物实验创新大赛
特等奖、 湖南省中学生物课堂教学比赛一等
奖、湖南省学业水平考试复习教学竞赛一等奖
等，其所指导的学生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还先后被评为耒阳市和衡阳市骨干
教师，2017 年 12 月 15 日，亦被中共衡阳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列入衡阳市首批“教学名
师”培育人选。

“母校点燃了我的教育梦想”
“青蓝工程”的实施，点燃了许多青年教师

的教育梦想。 语文教师雷琼，2002年毕业于耒
阳市二中并曾担任学生会主席，2009 年回到
母校执教。 年轻的她对课堂教学十分热爱，
2010 年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时，本可
以脱产学习三年，但为了能早日回到学校继续
执教，她脱产学习一年就学完全部课程返回教
学岗位；同时，她对教学方法也极为钻研，2017
年参加湖南省高中语文教学竞赛获得第一名。
问其成长感受，她说：“这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学校‘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制的实

施，让我有幸得到了很多教学水平高、教学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的精准引领与悉心指导，不仅
引爆了我的潜能， 还点燃了我的教育梦想，让
我对教师这一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对自
己有更高的要求。 ”她的“青蓝工程”师傅伍永
斌说：“16 年来，学校‘青蓝工程’的实施，让每
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都有了个性化的计划
和目标及各具特色的发展，而雷琼就是这其中
成长很快的教师之一。 ”

在错位发展中奏响美好乐章
教师的爱好特长，也是一种可以挖掘的教

育资源。 篮球专业教师曾玲燕，2003年毕业于
耒阳市二中，2009年回到母校执教。 2015年，
学校组建女子足球队，在没有专业足球教练的
情况下，爱好足球的她被学校委以重任担任教
练。 从此她与队员一起摸爬滚打在绿茵场上，
与他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5个月后，球队首
次出征就在衡阳市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中获
得第三名。 这给了曾玲燕莫大的鼓励，在形成
强大的成长动力的同时，热情和干劲也得以充
分迸发，进而在“新专业”领域愈行愈远———近
两年来，女子足球队就有 3 人在错位发展中获
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和大学单招资格；她的
“足球脚内侧踢地滚球” 一课也荣获湖南省一
等优质课，并在全省评优活动中展示。

画面三：课程育德强内涵，丝丝
润心展芳华

对学生负责， 为社会担当。 近年
来，在“潜能引爆教育”的引领下，耒阳
市二中依托学校德育校本课程， 构建
了“三点、五线”的德育体系、完善了
“自主体验式”德育模式，把促进“学生
精神正成长”作为学校的使命。

你负责成长，我负责引路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担当精神，是

德育的重要使命。 2017 年 5 月， 该校高三
H546 班学生江玮杰被授予“湖南省优秀共青
团员”称号。 这个阳光自信的男孩，无论是思想
还是学习，在学校均起到了标杆作用，尤其是
在组织团部活动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所组织的
“文明就餐” 等活动， 均在校内外引起极大反
响。 谈及这段经历，江玮杰深有感触地说：“这
主要得益于学校的有效启发和引导，才让我的
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自律能力不断提高，能更
好的学习、生活，向善、向美。 这些美好的理念
深深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成为最美好的铭记
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了解，与江玮杰有着
相同感受的还有该校 2016 年考入清华大学的
H511班学生黄思超。堪称学霸的他，不仅葆有
深沉的家国情怀， 还富有良好教养的人格品
质。 2016年 7月中旬，黄思超在北京参加完清
华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后，面对一直向往的首
都，他最先去的是到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
结束后，还自觉清理起广场上的垃圾。

让教育聆听窗外的声音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不二

诉求。2017年 6月，该校高二年级 H1521班学
生陈娟被授予衡阳市“美德少年”。 这位喜欢助
人为乐的中学生， 既是学校志愿者社社长，又
是班级团支书，不仅长期坚持在放假期间组织
志愿者团体定期深入敬老院、福利院等地开展
公益活动，还坚持负责学校新生接待、高考服
务，担任文明交通志愿者等，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反响。 对此，陈娟发自肺腑地说：“可能是
因为学校经常开展这样的公益实践活动，让我
们在潜移默化中把热心公益的种子根植在了
心中。 ”正如当地群众所赞道的：“我们之前只
知道耒阳市二中的孩子学习成绩普遍很好，但
没想到还这么有爱心行动力。 ”

画面四：以生为本绽异彩，艺体
花开春满园

立足当下，指向未来。 近年来，在
“潜能引爆教育”的引领下，耒阳市二
中形成了“素质+个性”的教学特色，
让每个学生发展得更好。

让学生精彩绽放
“搭特长舞台，育一片精彩，让每个学生发

展得更好。 ”这是耒阳市二中的教育追求之一。
舞蹈教师黄珑对此十分认同与向往。 2008 年
她大学毕业进入郴州师范学校执教一年后，竟
在家人的反对声中来到耒阳市二中担任无编
制的“临聘教师”。从 2009年至今，在学校的支
持与引导下，她的舞蹈教学始终瞄准省级大舞
台，不仅教学成绩斐然，培养的学生有 6 人荣
获湖南省“三独”比赛一等奖、20 余人荣获二

等奖，30 余名舞蹈特长生顺利升入理想高校，
舞蹈队亦经常应邀参加市级大型演出并深受
好评，本人也 6 次荣膺“湖南省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等； 而且她身上始终蕴藏着亲人般的温
情，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般呵护，并善
于引导和激发他们成就自我、精彩绽放。 与之
同样精彩的还有该校的篮球队。 多年来，在学
校积极创设的良好发展环境下，男篮队一直都
是衡阳市排名前二的强队，女篮队一直都是衡
阳市的冠军队。 体育教研组长周叶辉，自担任
女篮教练以来， 培养输送的学生就有 10 人获
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及大学单招资格，本
人亦荣获了“湖南省优秀教练员”称号。

给学生适性发展
发现学生， 适性育人， 是一种教育智慧。

2016 年 1 月， 被省队选中的该校女足队员李
正丹，原是校篮球队的“边缘人”，老师根据其
发展潜力，建议把她调到女子足球队。 起初她
并不乐意，但仅经过一个暑假的训练，她就爱
上了足球并成长为队长。 后参加省锦标赛时，
被省队教练看中选入湖南省 U18女子足球队，
并在 2017 年代表湖南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女子
足球赛。 而这仅仅只是耒阳市二中适性育人的
一个缩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譬如最初学
习舞蹈后又改学声乐的 H450 班学生钟培艺，
开始特长不算很突出，文化成绩也一般。 为激
发她的学习天性，并根据其已有的基础，老师
把她调到了器乐班学习钢琴，高考时她竟以优
异成绩顺利考上了自己理想中的湖南师范大
学。

不忘初心使命， 乐为时代而
鸣。

一走进耒阳市二中的校园，很
快便被他们的办学景象和育人姿
态所吸引。

与其他学校对比明显的是，这
里的学生更落落大方、 谈吐自信。
这里的教师更富素养、 更懂学生，
不仅有“火眼金睛”，还能“点石成
金”，身上似乎总是带着“放大镜”，
随时随处都有引爆学生潜能的愿
望和能力……

而激发了这一蓬勃景象的“潜
能引爆教育”，究竟领创了什么？

一是抓住了增强教育吸引力
的诀窍：“潜能引爆教育” 的核心价
值是“做教育的增量，让每个学生
成长得更好”。 教育观是“教育就是
引爆潜能”；教学观是“注重潜能开
发，突出思想引导，成就个性发展”。不仅从
现实方位到未来擘画， 让每个学生都有成
就感和获得感，还为他们做最好的自己、成
就美好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以“生
命和人生、民心和民情”为标准，解答了教
育“公平”和“优质”的实践性内涵，让学校
真正成为人才的摇篮、精神的策源地。

二是抓住了教育质量提高的最关键：
“潜能引爆教育”的教师观是“尊重教师个
性差异，激发其异步、错位发展”。 不仅把
撬动学校教育质量的支点切实落到教师
身上，让他们为师有雅格、育人重品格、立
身为先；还找准了激发教师职业热情的生
发器， 激活了他们专业成长的 “一池春
水”， 让他们在碰撞交流和引导锻造中不
断焕发“新春”，释放多元潜能，生发出与
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教育智慧，成就名师。

三是抓住了教育内涵发展的牛鼻子：
“潜能引爆教育”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全面
发展、 个性鲜明、 精神高贵的未来优秀人
才”。 德育观是“促进学生精神正成长”。 不
仅让每个学生生命气象蓬勃怒放，始于“立
大志”、趋于“成大势”，满腹经纶；亦涵育出
宏大从容的格局、诚信创新的品质、勇于担
当的精神、 意蕴深沉的家国情怀及富有良
好的人格教养，让他们未来走出家乡、走向
世界各地，都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与周
围人群友好交往，享受幸福人生。

这是一种尊重和信任、 开放与包容、
多元发展学生而又优质成就教师的教育。
教育的深度、广度、宽度势必都在这里得
到有效延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途
径亦在这里得到积极有益的探索。 在“跳
起来摘苹果”的教育奋进新起点上，我们
期待“潜能引爆教育”继续迈出探索的脚
步，发现并创造更多鲜活的经验，以更准
确的预判、更丰满的期许，在新时代的教
育沃土上开出更加绚丽的鲜花。

（彭国军）

校
园
处
处
皆
胜
景

︱
︱︱
来
自
耒
阳
市
二
中
﹃
潜
能
引
爆
教
育
﹄
的
实
践
景
象

﹃
潜
能
引
爆
教
育
﹄
领
创
了
什
么

学校学生会组织的扶贫义卖活动。

校园一角。

再 说 几 句

（本版图片均由耒阳市二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