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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微档案】
翁日新，女，1966年2月生，中学

高级教师。1984年7月至今， 先后在
汨罗市屈子祠镇的中心小学、 楚塘
中学、屈子中学任教，从教35年，其
间在本市和新化山区支教五年。多
次荣获岳阳市优秀教师、 汨罗市优
秀教师和 “三八红旗手”“十佳道德
标兵”、新化县优秀教师和“师德先
进个人”称号。

【故事】
“您给我的钱， 我一直没有用

掉，因为我想把它作为纪念品，想你
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这是我
用肥皂做的和平鸽， 它能洗去您一
身的烦恼。”“我承认你胖，但正是我
喜欢的类型。”“您是我燥热夏天里
找到的一份凉爽。”……

7月10日， 在汨罗， 这些送给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的花花绿绿的
小纸条、 小卡片、 小手工摆了一长
桌。53岁胖胖的翁日新翻捡着，脸上
笑意盈盈，既羞涩又幸福：这些孩子
太可爱了，教着教着就有了感情。它
们都是翁日新四年支教新化收获的

“珍宝”， 与它们一起背回来的还有
她8本上百万字的支教日记和6本
读书笔记。

翁日新本就是乡村教师， 在本
市已支教过一年，且年过半百，为什
么还要跑到国家级贫困县新化的大
山里去支教，且一去四年呢？汨罗市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周众欢等了解
她：“有非常深厚的教育情结。”翁日
新自己说， 因为新化大山里的孩子
更需要好老师。

2018年8月30日，从汨罗开往新
化的大巴上，因左脚断了四根骨头打
着石膏的翁日新“行李”严重“超重”，

比满车支教老师多了一副双拐、一只方
便如厕的坐凳和一个贴身服侍的丈夫。
翁日新难为情，她怕领导临时找不到人
代替，又担心耽误孩子们上课，只好瞒
报伤情，“勒令”丈夫吴学文请假。谁知
丈夫一照顾就是80天，一日三餐、洗衣
熬药、每节课扶上扶下，加上当地郎中
的秘制药膏和本人的毅力，翁日新竟没
耽误过一节课。

新化县水车镇中心小学坐落在紫
鹊界八卦冲梯田的脚下，500多名学生
每天翻山越岭来上学。翁日新是二年级
二班的班主任，除了数学，什么都教。她
教语文有一套， 在楚才中学支教时，写

了58篇范文， 辅导学生作文书信竞赛，
12人次获各种大奖。 教二年级看图说
话，她要孩子们先观察，然后闭上眼睛
回想，再互相描述画面和画中人没有说
出的心里话。很快，孩子们不仅会流利
表达，有些还写起了诗。为了更好地教
学， 翁日新利用8个双休日， 忍受着晕
车， 转车多趟去冷水江市学普通话，是
班上300名学员中唯一的60后。

二年级二班38个孩子有37个是留
守儿童。 2019年元旦四天假期，大雪纷
飞，翁日新打着伞，拖着一条还隐隐作
痛的伤腿，爬山下坡，跌跌撞撞地家访
了31个孩子。 孩子们的心和她更近了，
学习起来更有劲头。每个月，翁日新要
给孩子们剪一次指甲； 每到一个学校，
她都要准备一个日常药品箱；每次从汨
罗回新化， 她都要背上六七个行李袋，
装满学习资料及从亲戚朋友处搜罗来
的衣服鞋帽，带给山里的孩子们。

翁日新在新化的公开课吸引了年
轻的老师，曹家镇胜利学校的刘丽、西
河镇楚才中学的王瑶都成了她的徒
弟，成长为骨干教师。如何做一个新时
代的优秀教师？2019年5月和7月，翁
日新在冷水江和汨罗做了三场讲座，
为上千名老师传递了她的教育理念和
对学生的爱，反响热烈。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熊
远帆）7月14日晚，首届“振音”国际
低音提琴音乐节在长沙音乐厅开
幕。来自中国、美国的顶级低音提琴
艺术家以及国内音乐院校低音提琴
师生、音乐爱好者1500余人参加开
幕式音乐会。

首届“振音”国际低音提琴音乐
节是一次汇集国内外低音提琴精英
的盛会， 也是集中展示我国著名低
音提琴演奏家、 教育家杨振安在低
音提琴方面的教学成果， 搭建国际
低音提琴相互交流平台的音乐盛
会。

开幕式上， 杨振安老师的学生
们用70把低音提琴一同奏响《我和
我的祖国》，深情的旋律拉开了开幕
式音乐会的序幕。来自美国的杰夫·
布拉德蒂奇、卡塔琳·罗塔鲁和国际
知名旅美低音提琴演奏家刘天扬3
位大师纷纷献艺。 作为本次音乐节
的主角, 杨振安则表演了低音提琴
独奏曲目《G弦上的咏叹调》与弦乐
六重奏《同一首歌》。

本届音乐节为期3天，内容包括
开幕式音乐会、外国专家大师课、外
国专家音乐会、 中外专家低音提琴
论坛等内容。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
晗）今天上午，2019年湖南湘江新区
创业就业学院正式开班，来自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湖
南财政经济学院等11所院校的115名
学生正式加入创业就业学院。

去年7月，首期湖南湘江新区创
业就业学院开学。经过2个月的集中
培训、参观考察和实习锻炼，86名学
员顺利结业， 得到了相关园区、高
校、 企业和学生的高度评价和一致
认可。据了解，本期创业就业学院学
员主要为各大高校金融相关专业学

生。培训期间，学员们将聆听吉祥人
寿、 中金金融科技等金融机构行业
大咖的分享， 并深入湖南湘江新区
的重点片区和园区， 到湖南金融中
心以及新区国有公司、 企业的金融
实务操作岗位上实习锻炼， 从理论
走向实践。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中杰表示， 创业就业学院的根本目
的是通过搭建平台和优化服务，实
现人才“培养端”与“需求端”的有效
衔接， 帮助高校学子就地高质量就
业和新区企业就近低成本引才。

大山里的孩子更需要好老师
———记汨罗市屈子中学教师翁日新

首届“振音”国际低音提琴音乐节
长沙开幕

政校企携手“办学”
2019湘江新区创业就业学院开班

翁日新与新化县水车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合影。（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通讯员 姜婷

她像一颗种子， 扎根小学教学
教育工作31载，用自己的满腔热情，
推动着乡土教育的发展； 她像一束
光，在信息时代，用网络工作室、小
学语文工作坊的形式， 带领青年乡
村教师茁壮成长， 在省级竞赛舞台
获奖无数……她， 就是湖南省特级
教师、邵阳市首届名师、邵阳县教学
研究室小学语文教研员李美华。近
日，笔者走访了李美华。

2014年，正值湖南省教育厅电
化教育办公室组建湖南省网络名师
工作室， 李美华想如果能利用网络
平台组织教师开展课题研究， 更能
充分发挥一线骨干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2016年，她
成功创建了“湖南省李美华名师工
作室”，以工作室为平台，根据小学
语文学科的五大知识领域， 手把手
带着教师一步一步开展教学研究。

在开展教学调研中， 她发现农
村教育质量差， 根源在低年级基础
知识掌握不牢， 低年级基础不牢问
题出在课堂教学太随意， 特别是识
字写字教学，高耗低效。怎么规范农
村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联系实际，
她在“情境教育”的启发下，她觉得
“情”和“思”两个字可以概括小学语

文课堂教学的内涵。 于是她确定课
研主题为“以情促思，培养学生的语
文素养”。课题组在不断实践中赋予
“情思课堂” 内涵和外延：“情思课
堂”指教师借助教学手段，创设教学
情境，以情促思，发展学生语言思维
能力。其中“情”外延包括语言情境、
生活情境和媒体情境等，“思” 包括
由学习汉字的音形义， 并由此关联

字词句段篇而产生的自然语言思维，
到在积累过程中产生记忆反射思维、
构设性及重构思维， 甚至包括序列思
维等。

2018年李美华担任“湖南省邵阳
县乡村教师工作坊小学语文工作坊”
坊主，成功实现了“坊室对接”，利用工
作坊线上线下研究相结合， 推动全县
小学语文教育质量的提高。

艰辛的付出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她
和工作室骨干教师成功立项5个省市级
规划课题， 乡村教师工作坊成绩第一、
名列省级A类坊。姜婷、谢文芳、李伉、李
玉先后获得部优奖，蒋丹获“湖南省青
年教师小学语文录像课比赛” 一等奖，
李伉获得湖南省小学语文第二届团体
会员单位年会研讨活动一等奖，李聪获
得湖南省小学语文第三届团体会员单
位古诗文教学一等奖……一批青年教
师，在她的带领下脱颖而出，成为邵阳
县小学语文教育的新星。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乡村教师工作坊

翰
墨
飘
香
小
山
寨

7月11日，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伍中信教授指导孩子们学习书法，手把手
教钤印。当天，该学院调研队在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村开展“三下乡”扶贫
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农村扶贫与脱贫情况，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关爱
和欢乐。 陈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