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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微档案】
高科元，女，1959年1月生。从事乡村

小学教学工作，至今35年。现为益阳市赫
山区泥江口镇南坝学校教师。 多次被评
为 “师德标兵”“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
教师”；9次获嘉奖，3次荣记三等功。

【故事】
星期二的下午3点，是南坝学校放学

的时间，孩子们像小山雀一样，呼啦啦从
教室里飞出来。 高科元叮嘱这个孩子拿
好书包，叫那个孩子走慢点别摔了，再把
他们领上校车，“飞”回自己的家。

2016年7月， 高科元和丈夫罗志强调
来这所学校任教， 搬进了一间不足30平方
米的房间。以校为家，是她从教35年的生活
常态。6月21日，记者来到这里见到了她。

这其实是她第二次来到这所学校任
教。2002年， 高科元和丈夫来到这里工
作，6年之后， 更偏远的泉山学校急需教
师， 他们便双双去了泉山学校。 这次回
来，还是同样的原因。

听说高科元又回到了南坝学校，附
近的村民都很高兴。“高老师对娃娃好，
教书也教得好。当初她调走，我们都舍不
得，这次能调回来太好了。”村民舒爷爷
告诉记者， 他今年初把在益阳市上学的
孙女舒适、舒心都接回来了，放在这里上

学，“她们现在的学习成绩比在市里时还
提高了！”

“她教书确实有两把刷子。”罗志强
介绍，这些年来，高科元所教的班级，不
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 学习成绩名列
全镇前茅。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她努力负
责的工作态度，“她备课认真， 对每个学
生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对症下药，就连
周末， 都要跑到学习落后的学生家里去
辅导功课。”

“当老师就是一份良心工。” 高科元
说，如果只是按部就班上课下课，不管学
生听懂了没有、学会了没有，自己会觉得
良心不安，“山里的孩子更需要受教育，我
既然是他们的老师，当然要对他们负责。”

在高科元的眼里，没有调皮的差生，
只有需要关注的学生。 她班上的邓雅剑
小朋友，上课不认真，学习成绩不好，还
经常欺负小同学，到处乱扔垃圾。高科元
没有一味地责骂他，而是经常找他谈心，
时时提醒他改正缺点， 并且抓住机会表
扬他。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邓雅剑的
毛病越来越少了，“我喜欢高妈妈， 她总
说我越来越棒。”邓雅剑笑着说。

农村的留守儿童多， 高科元把这些
孩子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
优点缺点， 密密麻麻记在自己的工作本
里。谁家困难了，需要帮助了，她总是掏
出自己菲薄的工资，给垫补上。

2011年上学期，她的学生夏冠军，突
患脑溢血，术后一度沉睡不醒。她先后10
多次去医院看望、陪伴，坐在旁边轻声呼
唤他的名字。 这个孩子家庭经济困难，治
病期间，她除了自己资助2000元外，还发
动多方募集了救助资金4万多元。 夏冠军
醒后失忆，她又买了有助于恢复记忆和提
升智力的图书、光盘等送去，帮助进行康
复训练。如今，夏冠军已恢复了自理能力。

2015年，她的学生罗沛垠，爷爷、父亲
先后患病去世，母亲改嫁外地，自己和奶
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高科元便多

次上门，自己拿钱给她买新衣服，带她到
家里来吃饭，还每年资助她家1000元生活
费，罗沛垠感动得直喊“谢谢高妈妈”。

“这些年她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加起
来有两万多元。”罗志强告诉记者，她捐
助过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去了
外地工作，只要打个电话给她，她就能乐
上半天，念叨着没白帮这些孩子。

这些年来， 高科元有很多机会能调
到城里， 但她都放弃了。“在哪都是当老
师，这里更需要我，留在这里我觉得良心
得安。”高科元说。

杨德才获评首届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物”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上午，省市残
联新闻媒体通报会在开福区东风路街道举行。辖区居民“中
国好人”杨德才获评首届“2016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
新闻人物”。

6月19日，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在北京发
布“2016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经
过长沙市和省残联报送的优秀残疾人杨德才获此殊荣。

杨德才今年55岁，20年前因一场车祸导致双目失明，
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痛苦和困难，同命运抗争，不仅学会
按摩手艺成功创业，而且还不遗余力帮助残疾人、培养青少
年，对下岗职工和有困难的群众进行义务帮扶。多年来，他
免费培养和安置了384名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开办了454期
社区文化辅导班，免费为残弱人士提供保健按摩、捐资捐物
折合人民币超过660余万元。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 是为了激励残
疾人自强自立并树立典型人物， 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
传促进会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共同发起。

近年来，杨德才还获得了全国志愿助残阳光使者、助人
为乐中国好人、2016年度感动湖南人物、 湖南省自强模范
等荣誉。他的优秀事迹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奋发图强。

省科技馆：
开“科技party”庆生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通讯员 谢红 记者 胡宇芬 ）
伴随小伙伴们度过多少欢乐时光的湖南省科技馆，即将迎
来6岁生日。这个周末，一场以“奇思妙想、创意无限”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在省科技馆A馆举行，省科技馆诚邀公众前来
参加，全部活动免费。

据介绍，除了平日可观赏到的球幕电影和常规展品外，
还可以走进创客科技与生活互动体验区， 数十项科技体验
项目一网打尽；特定时段还可以观赏航模特技飞行表演、科
普秀演出、机器人舞蹈……

本次系列活动最大的亮点， 当属省科技馆新开的一家
“杂货铺”———“湖南省儿童医院气管异物实物展”。家长们
可带着孩子去“杂货铺”里逛逛，看看那些卡在儿童气管里
的小东西究竟有些什么， 跟着省儿童医院的护士学习气管
异物预防知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

湖南文理学院首届
“一带一路”留学生结业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李寒露 邵启湖）
6月21日， 湖南文理学院举办了一场特
别的毕业典礼，15名来自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顺利结
业。这是该校招收的首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留学生，也是我省第一批“一
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

苏纳塔今年22岁， 来自塔吉克斯
坦。 去年9月， 他通过考试和资格审查
后，来到湖南文理学院学习汉语。经一
年学习， 他已能用中文与我们交流。除
学习语言，他对太极拳、书法、烹饪等中
华文化，也有着浓厚兴趣。

依据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为扩大
教育交流， 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
万个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名额。从去年开
始，我省共有7所高校招收了100名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学生学
费全部由国家承担。

为了更好对接“一带一路”，湖南文理
学院将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生的招生规模， 除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外，
一些欧洲国家的学生也将来这里学习。

“当老师是一份良心工”
———记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南坝学校教师高科元

戏曲文化进校园
6月22日，小演员们表演曲艺小品《我们都是小戏迷》。当天，浏阳市戏曲文化进校园活动在该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举行，

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戏曲的艺术魅力。 邓霞林 摄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 � � � 6月21
日，高科元
为 学 生 上
课。余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