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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迪熬， 男，1956年出生， 湖南益阳
人。 曾为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创新教
育教研员。 中国发明协会院士专家咨询
工作委员会首任专家， 中国发明协会中
小学创造教育分会会长， 教育部国培计
划专家库专家，徐特立教育奖获得者，湖
南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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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龙文泱

谭迪熬生长在农村，学历不高 ，长期在师
资力量相对较弱的学校任教，所处岗位在学校
属于边缘位置 ，教的很多是 “升学无望 ”的孩
子。他凭什么成为全国知名的专家呢？

他说：“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家人、老师、
乡邻很有智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956年10月， 谭迪熬出生在湖南南县的一
个兽医家庭。父母善良乐观，崇尚读书。“生活
再艰难，家中总是充满了朗朗书声和笑声。”

谭迪熬是家中的独子 ， 但父母并不惯着
他。小小年纪，也要做饭、干农活。他说：“从小
养成的爱劳动、爱动手的习惯使我终身受益。”

为了尽力保障儿女的基本物资要求，没有
上过学的母亲学会了养长毛兔、蜜蜂 ，学会了
弹棉花，还能简单地修理弹棉花的机器 。谭迪
熬骄傲地说：“这是当年农村很难见到的新技
术，乡亲们都不敢相信。”

“母亲目光远大，支持我的文艺爱好。我的老
师伍学海也告诉我，不仅要会文化知识，也要有
文艺才能。”谭迪熬说，文艺爱好培养了他乐观的
性格，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冬天做农活割伤了脚，
他也能背着锄头在田埂上大声唱歌。

谭迪熬很会从周围的人身上学习知识。他
说，黄三爹、梅伯母爱讲传说故事，这里面有许
多启迪人的智慧；柴油机操作手金隆叔收谭迪
熬为徒，教他技术，欣赏他的谦让美德……

13岁那年，谭迪熬的学校演出歌剧 《白毛
女》，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找“白毛女”的白发。谭
迪熬想到了当地盛产的植物黄麻。当扮演 “白
毛女”的女同学披着黄麻做的白发出场 ，台下
的乡亲十分惊喜，不停地鼓掌。在另一场演出
中，扮演老人的谭迪熬还做出了容易摘取安装
的假胡子。

1980年，谭迪熬从益阳师范学校毕业，到南
县二中当化学实验员，主要职责是管理实验器
材。根据教学安排和实验要求，准备好实验的
仪器、药品。在一些人眼里，这是打杂的工作 ，
但谭迪熬兢兢业业。

在南县二中的日子，谭迪熬自制了几百件
教具，带着学生把当时中学到大学一年级的化
学实验都做了个遍。这在一个农村中学是不敢
想象的。

秉持这种精神，谭迪熬成长为我国中小学
创新教育领域的专家，创造了一个个“差生”考
上大学、“差校”变身“名校”的奇迹。

谭迪熬把创造学带进中小学课堂，
让青少年从小感受到发明创造的无穷魅
力，很有远见与胆识。

———中国发明协会原会长 、 地质
学家、科学管理学家 武衡

谭老师创新创造教育的情怀、理念、
思想，我们能从他学生的表现中体会到。
他有一腔献身于下一代创造性人才培养
的热血；有一种抗污染、自净化、美育人
的力量， 有一种勇于探索青少年科创教
育新途径与方法的韧劲。

———国际发明家协会联合会执行
委员、科学家、青少年科普教育家 张开逊

几十年来， 谭迪熬老师一直致力于
将创造学应用于中小学教育， 以提升学
生创造力的探讨与研究， 形成了符合中
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内心需求
的方法体系，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创新人
才与幼苗，值得推崇。

———湖南省创造学会原会长、创造学
研究专家 孟天雄

与谭迪熬老师共事20多年， 深深感
受到他对中小学创造教育的组织、 普及
创造教育知识和培养创新“苗子”与创新
人才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为“素质教
育的核心是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等理
念，提供了依据。

———原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先捍

谭迪熬是我省乃至我国近半个世纪
以来创造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他在创造
教育理念落实到中小学素质教育大潮的
改革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尤其是
在以人为本，开发青少年创造精神、创造
才能方面进行了务实的探究， 形成了可
以称为“谭迪熬创造教学法”的理论与实
践一体的创造教学方法， 对促进青少年
的创新体验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创
造学的教学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
肖云龙

经谭迪熬指导的青少年在国际国内
发明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他为发掘
我国青少年的发明创新潜能作出了巨大
贡献， 探索形成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
中的系列教学方法值得推广。 他是我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领军人物。

———湖南现代科技传播与普及中心
原主任、科技教育专家 姜加之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整理）

■手记

从周围的人身上
学习知识

■评说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谭迪熬是全国创新教育领域的名师。
让青少年从小感受到创造发明的魅力，为孩子种

下创新基因，使他们能够创造美好未来。几十年来，谭
迪熬倾尽心血，一直努力实现这个梦想。

谭迪熬的创新教育起步于1980年。那一年，他从
益阳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南县第二中学当化
学实验员，带领学生们搞科技发明、做实验，建立了学
校的第一个科技小组。此后，南县第一中学、长沙市第
九中学、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从教近40年，他
的学生完成了3000多项小发明， 其中65项获国家级
奖项、26项获国际奖项、180余项获得国家专利。

“江湖”传言，谭迪熬老师的学生“逢赛必夺奖”。
他的秘诀是擅于打开“脑洞”，课堂乐趣十足。

从生活中找灵感： 一件获奖的童装
作品，缘于扣错了扣子

一件儿童开衫毛衣， 第一对扣子扣眼是红色，第
二对是黄色，第三对是绿色……以此类推。这件名为

“扣子与扣眼易对位的童服”的作品，获得了第11届全
国发明展览会新技术产品铜奖。

“同学们，你们看：制作这件衣服不难，难的是如
何想到这样做。”3月15日， 受长沙市实验小学梅溪湖
学校邀请，谭迪熬为孩子们上起了创新课。虽然已经
退休两年，但他仍然坚持到各地进行义务教学。

课堂上，丰富的实例吸引孩子们争相观看、操作
发明作品，好奇当时与自己同龄或年长几岁的学生是
怎么做到的？

扣子与扣眼易对位童服的设计再简单不过，更不
需要复杂的工艺———扣子为不同颜色，相对的扣眼和
扣子为同一颜色。

它的发明者是时年13岁的长沙市第九中学学生
谭忆，起因是他不小心扣错了扣子。

觉得不好意思的同时，谭忆想到自己小时候和许
多小朋友一样，经常扣错扣子。在谭迪熬的引导下，他
根据幼儿能够辨别颜色的特点， 设计了这件童服。结
果，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喜欢，争着自己扣扣子。这项发
明获得国家专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个厂家要求
转让专利技术。

“谁没有扣错过扣子？谁又实实在在解决了这个
问题呢？ 这项发明的解题方法虽然简单， 但巧妙、实
用。” 谭迪熬循循善诱，“陶行知先生说，‘处处是创造
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不要为了
发明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培
养原创能力是创新的关键。”

一举拿下“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全国第6届
发明展览会金奖的“柄不入液瓢”也是从生活中诞生
的。

谭迪熬在南县第一中学工作时，初一学生骆剑武
的叔叔喷洒农药后， 没有洗手就拿水缸里的水瓢舀
水，水瓢的手柄沉入水中，导致后来饮水的爷爷农药
中毒。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
生， 骆剑武想发明一个手柄不会沉入水中的水瓢。考
虑到初一学生还没有掌握浮力、平衡等原理，谭迪熬
用不倒翁来启发他，帮助他实现了目标。

创新思维被激活，湖南青少年屡屡在世界舞台上
绽放光彩。

2014年，谭迪熬率领的湖南青少年发明团队在巴
黎国际发明展上夺得了8项大奖，其中“一种脑电波控
制假肢系统”荣获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同年，在北京结束的2014DI创新思维国际邀请赛
上， 湖南青少年发明团队成为大赢家，15支队伍获得
了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差生”“差校”的逆袭：搞科技发明
和主科学习并不矛盾

谭迪熬让世人惊叹的， 不仅仅是他带领学生搞科
技发明走出湖南、走向国际，而是这些学生对学习和思
考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学习成绩和个人素质双双提高。

“搞科技发明和主科学习并不矛盾，它是创新教
育的载体。”谭迪熬说，做出真正优秀的科技发明，需
要全面深厚的知识功底。

1984年，在南县第二中学工作的谭迪熬向该校校
长提议，建立一个学生科技小组。校长虽然同意了，却
因为“怕影响升学率”，提出4个要求：成绩好的学生不

能参加、不提供场地经费、不要闹大、只能在课余时间
进行。

于是，谭迪熬自掏腰包，带着十几个升学无望的
“差生”走到田间地头，为他们讲发明家爱迪生、瓦特、
蔡伦、毕昇的故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3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考上了大学。一个叫刘健
的学生，性格孤僻，入校时成绩在班上排倒数第3名，
还经常干打破器材、撕坏书本的“坏事”。谭迪熬耐心
引导，关心他的生活与学习。刘健奋起直追。后来，他
以全班第2名的成绩考上大学，发明的“1000毫升高
纯度贮气桶”还获得了湖南省青少年发明银奖。

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也把创新思维运用到了生
活中。他们搞科学种植、养殖，或者做小生意，日子过
得也不错。

1994年，谭迪熬作为人才被引进到长沙市第九中
学。20世纪90年代前，该校“无一人考取本科大学”，在
长沙的中学中声誉不高。学校大力支持谭迪熬推行创
新教育，大批老师、学生参与进来。

创新教育不仅仅是跟着谭迪熬搞科技发明，而是
涉及各个学科。

上语文课，讲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老师不
仅仅是让学生了解作者生平、故事情节、思想内涵，而
是让同学们发散思维续写小说。 为了讲出符合逻辑、
出彩的故事，学生们认真研究相关知识，讲出了许多
令人惊喜的后续故事，对知识的印象更深，还有自己
的见解。

到1998年，长沙市第九中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多名学生在谭迪熬的带领下获得国内外发明奖，
该校被命名为“长沙青少年创造发明学校”“全国中小
学创造教育基地”。学生的文化成绩也大幅攀升，多人
考入清华、复旦、同济等名牌大学。

这一年， 谭迪熬获评“全国十杰中小学青年教
师”，从湘江之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并作为代表
发言。

科技创新： 培养不服输的精神 ，
为了孩子在实践中成长

“谭老师教会了我不服输的精神，遇到困难一定
要想办法解决，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陈宏是
深圳实验学校的科技老师，他是谭迪熬在南县第二中
学时的学生。

陈宏成绩优秀，跟着谭迪熬做实验、搞发明、悉心
观察生活，受到的影响很深。

大学毕业时，陈宏原本被收入丰厚的电信部门录
取。报到的前一天，想到“必须把谭老师教给我的精神
传给孩子”，他毅然改行当科技老师。

现在， 陈宏不仅在深圳实验学校做科技老师，还
负责指导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开展创新教育活动，把

“不服输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壮大创新教育队伍，为孩子种下创新基因，让他们

能用创新思维和方法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提升生活
的品质，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正是谭迪熬心中所求。

他的闲暇时间几乎全花在做实验、 辅导学生上。
他不收补课费，还拿出微薄的工资支持学生搞发明创
造。2017年退休后，很多学校邀请他上课，他都热情前
往，义务教学。

每次上课， 谭迪熬都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
面装满了他的宝贝： 他的学生获得发明奖的作品，他
到世界各地参加发明展时看到的“好东西”。谭迪熬把
这些发明和他精心制作的教案、编写的24首青少年创
造发明歌谣等结合起来，力求给予孩子们启迪。

谭迪熬对学生倾尽心血，还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
教师，手把手带出了一支科技创新教师队伍：长沙市
沙湖桥小学教师肖宗文是“长沙市肖宗文科技创新特
色工作室”首席名师，长沙市长郡芙蓉中学教师陈水
章是“陈水章科技创新工作室”首席名师，长沙市长郡
中学教师彭世文获评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

陈水章于2007年与谭迪熬相识。 他说：“谭老师
是全国中小学创新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有些专家名
气大，不愿意和我们普通老师交流。但谭老师谦逊和
善，经常指导我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在谭迪熬的影响下，陈水章和很多老师经常义务
给学生们上课。

谭迪熬上课不收费，指导不留名。陈水章说：“搞
科技创新，不在于能不能得奖，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在
实践中能不能成长。这是谭老师教给我的，也是科技
创新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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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79年5月， 在益阳师范学校
读书时的谭迪熬（左）。（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 � � � 2018年4月9日，谭迪熬（左）与我国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智能控制、
智能机器人专家蔡自兴合影。（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 � � � 3月15日，长沙市实验小学梅溪湖学校，谭迪熬老师与学生击掌，对其进行鼓励。（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 � � � 每次上课， 谭迪熬都拖着一个大大的
行李箱，里面装满了他的宝贝：他的学生获
得发明奖的作品， 他到世界各地参加发明
展时看到的“好东西”。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