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安健教学的特色就在于“以小见大”，默默
无闻、踏踏实实地做好教育中的平凡小事，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出适合本地特色的教育教
学方式、教育教学用具和教育教学经验。

马安健创办棚村小学，后又调到鲁坑小学，坚
持长达20多年的学生全免费教育。 他的学校规模
虽小，办的却是大教育。学校以小学6年基础教育
为主体， 同时为当地农民办好成人教育 (扫盲、识
字)、学前教育(允许小学生带自己的弟妹上学，并
办起学前班，由学生自己和老师共同管理)、特殊教
育(弱智儿的随班就读)、职业教育(当地农民可以
到学校接受如电脑农技等职业培训，通常在晚上)、
社区教育(政策传达与农民继续教育等)。一位从来
没有接受过任何师范教育的初中毕业生， 一位长
期生活和工作在偏僻乡村的教师， 他的眼界一点
也不闭塞，思想一点也不狭隘。胸怀如此“大教育”
的思想，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广阔的“教育视野”。

———株洲市教科院副院长 丁文平

我有幸参加株洲市特级教师专业委员会、株
洲市教育局教师科组织的马安健教学现场研讨
会，参观炎陵鲁坑小学，观摩复式教学课堂，并聆
听马安健老师的现场报告。

在感动、佩服、崇敬、震撼之余，我在反思，马
安健教学体现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心
中有学生 、心中有教育 、心中有责任 、心中有理
想。在当今社会，特级教师作为教师中的先进分
子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守清贫，淡泊名利，求
真务实，无私无畏潜心教育，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享受快乐的教育人生。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名师风
范。

马安健的事迹让我明白，特级教师就是一种
境界。

———株洲市二中特级教师 陈莉双

特级教师的内涵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
范，教育的专家”。我觉得，这些内涵在马老师身
上得到了高度的诠释。

马老师教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富于一颗博
爱之心，集中体现在爱学生、爱事业、爱家乡，也
爱家庭。 为了使鲁坑村人能依靠文化脱贫致富，
马老师依靠勤工俭学让鲁坑的适龄儿童全部享
受免费上学。为了解决学生在家要带弟弟妹妹耽
误上学的问题，马老师宣布“欢迎学生带弟弟妹
妹来学校”，并巧妙地利用复式教学的特点，解决
了这一问题。马老师的兼爱之心、博爱之情，值得
广大老师学习。

马老师是一位农村教育的原生态“土专家”。
他的一点一滴经验都是干出来的、 悟出来的、积
累出来的，而不是关在象牙之塔写出来的。

———攸县教育局教研室特级教师 王建立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与马老师结下了不解
之缘。读初中时，翻看一本教育杂志，里面有一篇
介绍马老师优秀事迹的报道。那时，“长大后我就
成了你”便成了我的梦想。初中毕业，我报考上了
攸县师范。攸县师范的老师跟我们讲起马老师教
书育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更坚定了我毕
业后去鲁坑小学执教的信念。1997年7月，我来到
鲁坑小学，开始我的教学之旅。马老师的执着、坚
韧、慈善、质朴、乐观、豁达影响了我的一生。

———炎陵县城南小学一级教师 黄燕妮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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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开始当教师，到75岁退休，他一直没有
离开过那个山村、那所小学。

从一位小学民办教师到特级教师，到享受
政府津贴的国内复式教学专家。马安健，这位
年已八旬的老教师， 通过50多年的教学实践，
把炎陵大山深处的鲁坑复式小学办成了全国
闻名的学校，他探索研究的复式教学成果享誉
国内外教育界， 成为国内复式教学的一面旗
帜。

4月上旬， 记者在株洲采访了这位老教师。
马安健谦逊地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
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没
做完。”

小学教师的梦， 从创办扫盲学校
开始

马安健最初的梦想， 是当一名山区小学教
师。

然而，他的梦想途中拐了个弯。
1957年，品学兼优的马安健初中毕业，满怀

信心准备报考师范学校，没料到，“反右风暴”刮
起，他受哥哥牵连，被取消了报考资格。

马安健只好回到老家澎溪村， 但他并没有
放弃。 他先是在村子里义务办起了当地第一所
农民扫盲学校。目不识丁的乡亲，用黄豆记数，
用香火在纸上烧眼记工， 那种没有文化的苦不
言而喻。为了提高村民们的学习积极性，马安健
在村里的主要路口，建起“识字站”，挂上黑板，
写上教过的字，利用群众赶集日，检查、巩固他
们的学习效果。一遍不行，就教两遍、三遍，一个
一个辅导，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村里的30多名文盲个个能识字看书，人人会
算数了。

1959年， 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为解决棚村40
多个超龄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决定派马安健去
那里创办一所民办复式小学。 棚村三面大江环
绕、一面高山相隔。村里的小孩要到离家五六公
里的澎溪小学就读，不是翻山越岭，就是渡江过
河。家长很不放心。

当年8月28日，马安健来到了棚村。教室是
借用的一间堂屋，住房不到12平方米，厨房就设
在放棺材屋的角落里，教学、办公、生活设施一
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没有黑板，就用旧
门板涂上锅底灰，再涂上桐油。没有课桌板凳，
就到村民家里借用八仙桌和梳妆桌。没有粉笔，
就用小竹竿锯成3寸长一段，破开成两边，再合
起来，用绳子捆好就成了模型；然后把石膏泥调
成泥浆，再灌进小竹竿模型里；等晒干后，把绳
子解开，掰开小竹片，取出石膏泥粉笔，上课就
可以用了。没有红墨水，就把藤苋子（一种蔬菜
的种子） 挤出它的红汁， 当作批改作业的红墨
水。就这样，一所包含4个年级的民办复式小学
办起来了。

学生交不起学费怎么办？ 马安健实行免费
教学，结合当地资源，根据学生能力，带领学生
开展复收油茶籽、割草养鱼等勤工俭学活动。为
了调动家长和学生的积极性， 每年复收的油茶
籽榨油后，他都要为学生炸一次糯米“鞋底蕉”
（形状像鞋底）。至今，棚村的村民和当年在棚村
小学读过书的学生，还经常忆起当年师生、家长
一起吃“鞋底蕉”的味道。

不仅要爱学生， 还要教育学生
如何去爱

马安健说，教育的核心是爱。有爱心和懂得
感恩，是良好品德的核心。作为一名教师，不仅
要爱学生，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去爱。

2014年夏日的一天， 马安健从炎陵县城乘
长途班车回家，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忽然听到有
人喊“马老师”，原来是坐在班车最后一排一位
身着警服的民警在喊。马安健挤到了民警身边，
这位民警说：“40多年了，马老师，还认识我吗？
我就是当年您在我们棚村教书时， 经常为我擦
鼻涕、系裤子的那个唐欲健。”斗转星移，这些小
事、温馨事，学生都记在心里。

鲁坑小学门前有条河。1988年之前，一座简
易木桥是通往学校的唯一通道。 大人过桥都心

惊胆战。如果山洪暴发，过桥更危险。为了学生
的安全，马安健经常接送学生过桥。他曾7次跳
入河中，救出9名落水儿童。后来，马安健多方筹
措资金，新建了鲁坑桥，彻底解决学生过桥上学
的安全问题。家住鲁坑河边的78岁村民段寿鸾，
经常向她的后辈讲述当年马安健背送孩子过
河、过桥上学的感人故事。

为了让学龄儿童都能上学， 马安健对辖区
学生实施全免费。 他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紧
密结合，带领孩子们开展勤工俭学，把书本知识
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用这些勤工俭学收入，在
棚村小学实现了2年半全免费上学，在鲁坑小学
连续22年对学生实行了全免费上学， 还为学生
发放书包、铅笔、练习本等学习用品和衣、帽、
鞋、袜等生活用品。

为留住学生， 马安健还允许学生带弟妹上
学。 他利用教室后面的走廊下一个与讲台相对
的特定窗户，在窗外办起了幼儿班。他用微薄工
资购买玩具给小朋友玩，买副食品给他们充饥。
上课时，由有组织能力、学有余力的学生轮流看
管那群幼儿。这位管理幼儿的学生，又可从窗外
看到老师的讲课，进行学习，并不影响他的学习
成绩。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了学校范围内的学龄
前儿童全部入学。

进得来，靠免费；留得住，靠关爱；
学得好，靠教研

1999年， 马安健到了退休年龄， 本该休息
了。但按国家有关规定，作为特级教师，可延至
75岁退休。2013年12月31日， 他才正式退休，还
义务兼任鲁坑复式小学名誉校长。

“进得来，靠免费；留得住，靠关爱；学得好，
靠教研。”马安健说，这是办好山区小学的基本
方略。

刚开始，他从事4个年级的复式教学，也曾
一筹莫展。课堂内常常完不成授课任务，孩子们
学得很吃力。为了让学生学得好，他每天的工作
是这样安排的：早上洗漱后，边做饭边写好小黑
板，做好课前准备。吃了早饭，马上到河边接学
生。上午上课一直到下午4点钟（中午休息1个半
小时）；4点半钟到5点钟，面对面改作业，帮助学
习困难的学生。5点钟放学排队， 送学生回家和
家访。晚上备好课后，夜深人静，来到教室，把课
桌当学生，进行预演试教，一直试到得心应手，
才去睡觉。

为了探索创新复式教学理论与实践， 马安
健利用寒暑假自费到长沙、山西、北京，到处查
找资料，拜师取经。有一次去了解山西的复式教
学，为节省车费，买了一张站票从株洲一直站到
山西临汾，晚上就睡在3人座位底下，历时38个
小时。

经过艰难的探索， 马安健终于找到了二、
三、四年级复式教学“动”“静”搭配规律，改革了
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复式单教法”和简单
的“动”“静”搭配法，创立了“短动”教学法和“复
式班课堂四步教学法”。 他还研制了35种350件
教具运用于复式教学， 使复式班的课堂教学走
向了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有效地促进了复
式班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其
中“汉字结构分析板”和“活页式多用小黑板”等
被广为采用。

1992年至2007年， 鲁坑复式小学的学生在
全国、省、市、县各种竞赛中获得的奖项达160余
人次， 从鲁坑复式小学启蒙走出来的大学生达
220多人。学校所在地的上鲁坑村民组，40余户，
户均大学生1.5人。

马安健还探索创立了以学校为中心的集幼
儿教育、基础教育（一至六年级）、特殊儿童教
育、家长教育、妇女教育、农科教育、老年教育为
一体的实现农村人群终生学习的大复式办学道
路，使学校成为当地基础教育教学教研中心、农
村各种人群实现终生学习中心、 指导农民致富
的科技成果推广中心和文明建设中心。 其经验
与成果，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2001
年，马安健应邀到北京，参加有40多个国家专家
与会的“终生学习研讨会”；2003年1月，应邀参
加有80多个国家专家与会的“国际农村教育研
讨会”。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敬朴先生评价马安健
是“我国当代陶行知式的农村教育家”。

李传新

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 没有它，
一切变成黑夜。”

在采访马安健老师的时候，我被他大
爱无私的精神所打动。

马老师的这种爱， 集中体现在爱学
生、爱事业、爱家乡和爱家庭。

采访马老师是在他株洲女儿的家里。
第一眼见到马老师，感觉和一位普通老农
没什么区别。他衣着简朴，乡音厚重，面容
沧桑。

那天上午，只有他和79岁的老伴两人
在家。一进屋便感觉到，这是一个温暖的
家。

谈及儿孙辈 ， 马安健和老伴很开
心 。 他们拿起摆放在客厅里的一张照
片高兴地介绍 ， 这张照片是孙子硕士
毕业保送博士 ， 清华大学校长颁发毕
业证时拍的 。 马老师有 3个儿子和 1个
女儿 ，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 ，儿子 、儿
媳 、 女儿先后有 5人走上了教师岗位 。
孙辈都读了研究生 ， 还有在美国读博
士的 。看到子孙个个都有出息 ，老人家
感到很欣慰 。

交谈之中，马老师反复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能变。素质教育
要从小抓起。他为现在一些学校“唯分数
论”感到担忧。

这位八旬老教师心里最牵挂的还是
山区的基础教育。他说，农村教育需要发
展，山区学校不是越大越好，要因地制宜，
因校施策。

他一边和我交流，一边打开电脑，从
文档里面找相关材料。此时此刻，会感觉
到， 眼前这位长者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山
野老人，而是一位心系教育的专家。80岁
的马老师玩起电脑和微信来， 像年轻人
一样熟练。与马老师交谈，他身上那种坚
韧顽强的“草根精神”和慈爱开拓的人格
魅力让人深深感动。在他这里，找到了老
一辈教育工作者对于师德的理解和坚
守 。这种默默无闻 、踏踏实实 ，把教育中
的平凡小事做好的精神， 正是今天所需
要的。

50多年来，马老师实现了鲁坑小学辖
区内的适龄儿童100%“进得
来，留得住，学得好”，杜绝了
贫 穷 山 区 新 文 盲 的 产
生。 他的高尚师德 ，
润物无声 ，哺育和影
响着一代代鲁坑人
乃至炎陵人 。 在鲁
坑 ，在炎陵 ，乃至在
全国教育战线 ，都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师德的表率 ，
育人的模范 ，教育的
专家 ”， 在马老师身
上得到了完美的诠
释。

■名片

马安健 ，男 ，1939年6月生 ，湖南
炎陵人。特级教师、中共党员。曾任炎
陵鲁坑小学校长45年。先后荣获湖南
省特等劳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班主任、国务院有突出贡献发
展农村教育专家， 享受政府津贴。被
评为新中国成立来湖南省最具影响
力的10位劳模之一。当选为第六届全
国人大代表，第七、八、九届湖南省人
大代表。他以鲁坑小学为基地，初步
构建了复式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
科学体系，出版了复式教学专著2部，
合著1部，参编著作7部。在省和国家
级报纸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应
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复
式教学和农村教育论谈会。

⑥

■手记

马安健在写复式教学的专著。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爱是生命的火焰

■评说

马安健在给学生上课。（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马安健用自制教具给学生复式上课。（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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