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五点半，张洁就从宁海县城的家里出发了。她要
保证在6点半前到达茶院乡初级中学，督促学生们早自
习。今年，张洁带的是毕业班，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些。

张洁是宁海县茶院乡初级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14
年前，她24岁，还是个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女，但她一头
扎进山村学校，潜心育人，为山村孩子的成长贡献光和
热。没想到一待就是14年。

翻过山头去上班
城乡中巴“摇”了十年

2006年8月，张洁进入茶院乡初级中学工作。那时
候，花山隧道还没有打通，张洁也没有车。每天早晨五点
多，她就要到体育馆门口去坐城乡中巴。中巴车一路颠
簸，转过好几个弯，翻越两个山头，辗转近一个小时后抵
达学校。

这是一所偏远的贫困乡村学校，是一所很多人都不
愿意被分配来的，简陋、朴素的学校。对于习惯在城市生
活的人来说，到偏远的乡村上班，会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曾令张洁几夜难眠。是走还是留？
当走上三尺讲台，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听到孩子们
真诚的问好，张洁的心定了。她热爱这份“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她意识到乡村的孩子更加需要她。

张洁是一名英语老师，而乡村英语教学基础弱，当
班里只有8人在初一英语期末考试中及格时，她心急如
焚。为了让学生们能爱上英语，提高成绩，她不断研究自
己的教学方法。

在张洁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一份特殊的作业：一
张纸质的立体游乐园，上面全部都是手写的英文，写的
是对话和介绍。张洁说，这是她让学生们根据课文内容
制作的趣味作业。“普通教学是枯燥的，加入趣味性的东
西，学生们就非常感兴趣，也愿意去学习了。”为了让学
生扎实地掌握知识，张洁除了悉心辅导，并针对问题把
脉问诊，为他们设计不同的家庭作业，帮他们及时查漏
补缺。

十几年来，张老师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真正做
到了让每位学生喜欢上她的课，她任教班级学生的英语
学科成绩明显上升，每次考试成绩均居全校首位，连续
多年位居全县前列，得到了师生们的肯定。

心甘情愿扎根乡村
用爱感化留守儿童

班主任是张洁的另一个身份，对学生的关爱也成为
了她的责任。乡村学校留守儿童居多，如何“温暖”缺少
父母关爱的他们？张老师坚信只要心中有爱，就会创造
奇迹，对乡村学校的学生需要倾注更多的爱，为他们定
制“温暖”。

已经毕业多年的小伟，至今仍十分感激张老师对他
的帮助。

“张老师帮我跑医保中心解决医保减免问题，为了
让我能吃得健康些，留我在学校吃晚餐，替我付钱。张老
师和其他任课老师每月来我家里，给我和奶奶带去鱼肉
改善伙食，还帮我们修补小家具，添置些新家具。看到我
鞋子破了，还给我买新鞋子。知道我跑步好，还鼓励我代
表班级参加运动会……”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小伟
的眼眶红了，他说：“张老师对我这么好，我不好好学习，
对不起她。”

用心的交流换来了小伟的转变。慢慢地，小伟变得
开朗、自信、积极了，懂得控制脾气，学会帮助他人了。

正是对学生的关爱和对教学的负责，张洁先后被评
为浙江省春蚕奖，宁海县德育先进工作者，宁波市第六
批学科骨干教师。尽管得到了诸多荣誉，她依旧心如磐
石，心甘情愿扎根乡村，至今未婚。好几次，她的朋友问
她：“你为什么不进城？其他优秀的老师都进城了呢。”她
只是笑笑不语，但是她心中明白，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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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乡村孩子更需要她

他们，不再是
遗失在角落的花朵

留守儿童和特殊儿童是一个
需要社会关心和帮助的特殊群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
进入大众的视线，越来越牵动着每
个人的心弦。

在我们时常会忽视的角落，总
有一群人，以“秉红烛之德传道，以
园丁之情授业，用仁爱之心解惑”
的信念，一直坚守在山村、海岛学
校、特殊学校，把所有心血都倾注
在了教育事业上，用爱与无私培养
与社会接轨的人才。他们用爱心换
取乡村留守儿童的真心，用耐心陪
伴特殊孩子的成长，用匠心雕琢孩
子们的未来……

这些孩子都是社会的弱势群
体，但同样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

近年来，宁波义务教育更趋优
质均衡。在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
中，就有提到：宁波加大对义务段
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
6所薄弱学校改造和38所新改扩建
中小学校已顺利开工。下半年，宁
波将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城乡、区域
和校际优质均衡发展，办好家门口
的学校。有序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县创建工作，加大现代化学
校建设力度。推进区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共同体建设。支持“名校+
新校”“名校+弱校”等模式的集团
化办学，提高集团化办学覆盖率。

一切，都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前
行。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樊莹 李臻
通讯员 陈静 张帆 俞爱丰

“回顾这19年来，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演
绎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在真切地体会到教师职业
艰辛的同时，更体会到了身为教师的幸福和快
乐。”

虞吉，宁波大榭开发区第一小学美术教师。
如果说人生如画，扎根海岛19年，这位80后老
师用对教育事业满腔的爱，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人
生“画作”。

潜心教学
让海岛的孩子感受美术的魅力

2001年，虞吉从宁波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
（现为宁波大学）的美术教育专业毕业。作为一名
优秀毕业生，她分配回到家乡大榭，开始了向往
已久的教师工作。

回到大榭的虞吉，刚开始主教的是语文，兼
教美术，但出于对美术的由衷热爱，在六年后，她
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专职美术教师。

她潜心扑在美术教学上，让海岛的孩子感受
到美术的魅力，让学生从中体验美育的力量。除了
上好每一堂美术课，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外，她带着
孩子们走出大榭，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并屡屡
获得大奖，自己也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更难得的是，今年虞吉还获评“宁波市第八
批名教师”，实现了大榭宁波市名教师“零”的突
破。疫情期间，她自制微课《跟虞老师学画葡萄》
入选了中国教师研修网、中国教研网组织的“心
系荆楚，名师驰援：百名特级教师公益送教湖北”
活动资源库，为驰援湖北疫情作出了贡献。

对此，她颇为感恩：“我很幸运，一路上遇到
多位良师指引我前行！所谓成长，就是一个从青
涩到成熟的过程，人生如画，成长期就如同是在
这幅勾勒好外形的画面上添彩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要寻找美的形式，知道多样统一，一笔笔丰富
画面，一步步夯实自己，才能够收获人生画面的
精彩。”

从“姐姐”到“妈妈”
把自己奉献给这片热土

十九年的海岛教学生涯中，伴随虞吉的还有
另外一个重要称呼：班主任！从走上讲坛开始，她
一直担任着班主任工作，从初工作时她在孩子们
眼中如同“姐姐”，直到现在她在孩子们眼中如同

“妈妈”。
这些年来，她在海岛找到了自己的爱人，组

建了幸福的小家庭，中间，也不是没机会离开海
岛，但一想到孩子们期盼的眼神，一想到自己从
小在海岛出生成长的经历，看到大榭近年来快速
的发展，觉得大榭是片沃土，值得自己在这片热
土上奉献一份力量。

想起和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虞吉说经常
会发生感人的小故事，“有一次，有个很调皮的男
孩违反学校纪律，班级被扣了分。当时，我带着一
股子火气走进教室，想着怎么批评教育学生。哪
知，到了教室，还没等我说话，班长突然带领全班
学生齐声大喊：虞老师，我们爱您！我一愣。瞬间
百感交集，眼泪刷地流下来了。原来孩子们也意
识到自己做错事了，事先商量了这个办法想让我
消消气。那时，我就想，面对一帮懂事的孩子，扣
分不重要，只要孩子们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改正
了，不就可以了吗？”

正是因为喜欢孩子们，热爱这份职业，她觉
得大为增添了自己的人生亮色，她说：“成熟期就
如同是在这幅人生画面中进行画龙点睛的过程，
这个过程凸显了我人生画面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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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一幅美丽人生“画作”

“从普校来到特教当老师，我遇到过很多困
难，但每当想放弃时，看到孩子们因为找到人生
价值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顿时觉得一切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已经是高级教师、高级工艺
美术师的石青，却坚守在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
校美术教师岗位长达14年。

她一直致力于为每个特殊孩子提供最合适
的教育，培养成与社会接轨的人才。哪怕是孩子
们离开校园了，仍提供“一对一”“一跟一”的订单
式就业服务，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自我价值。

自编适合于特殊孩子的课堂教材

石青与特殊教育结缘很偶然。
2006年，宁波聋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宁波

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招美术老师，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石青接受学校抛来的橄榄枝，接受了编
内调动。

那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特殊孩子，很快她发
现，按照当时普通学校的授课进度，大部分孩子
跟不上。“第一天上课，班上15个学生鸦雀无声，
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课堂，任凭你满腹经纶，一
刹那间不知如何表述。”石青说。

自此，特殊孩子需要适合自己的教育，这个
想法深深烙印在石青的心底。她开始自编适合特
殊学生的课堂教材。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特殊孩子虽
然理解上有困难，但动手能力强。掌握一技之长，
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体面地生活。”因为以前在
江西工作时就擅长漆艺等装饰画创作，她想教学
生这门应用性较强技艺。石青将这一想法跟当时
的校领导说了以后，得到了很大支持。

学校腾出了一间储藏室做漆画工作室，从此
石青带领一批批学生开始了装饰画技艺教学之
路，学生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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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

“你们知道这幅《清明上河图》是用什么材料
做的吗？”“鸡蛋壳、沙子……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哦，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两天，新学期开学，一群
稚气未脱的特殊孩子走进美术课堂，满屋子的漆
艺等装饰画让他们感到新奇。

当天的任课老师是陈老师，石青的得意门生，
2008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考入本科院校的特殊
孩子。毕业后陈老师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也成了
一名美术老师。石青一有时间就会来教室里转转，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13年12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漆画工作室
被批准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批“国家残疾人职
业培训基地”。石青从这里带出上百位学生，有的
学生在校期间就跟着老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并
多次获省市乃至国家级奖项。毕业后，他们进入宁
波国家级非遗传承工艺企业，成为工艺美术从业
者，受到了用工企业的好评，为宁波的工艺美术传
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产教融合方面，石青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1年，石青成功辅导学生完成宁波泰富广场
认购的价值13万多的装饰漆画习作，2014年，她
又将价值100万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泥金彩漆”私
人捐赠项目引进校园，为学校新开设了一个传承
项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在，石青身兼多职，是特教老师，也是市政
协委员，曾担任宁波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副秘书长。“我加入这个协会主要是通过这个
平台，熟悉这个行业的人，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
用石青的话说，就是“厚着脸皮、锲而不舍”宣传学
生，她的执着打动了许多人。

“希望社会上更多人能关注到这一群体，爱是
需要传递的，传递这份爱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愿意
做的事。”石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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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放弃时，看
到孩子们因为找到人生
价值而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顿时觉得一切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一些农村学校和
薄弱学校，有那么一群
留守儿童，或特殊孩子
群体，需要社会关心和
帮助。同时，也有那么一
群教师，用爱与无私关
怀他们、陪伴他们，让他
们看到希望和光芒。

他们有宁海县茶院
乡初级中学的英语教师
张洁，有宁波市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的美术教师
石青，有宁波大榭开发
区第一小学美术教师虞
吉，这三位教师都用“初
心”坚守岗位长达十多
年。事实上，在一些“隐
秘”角落，还有许多默默
无闻的人民教师，奉献
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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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石青石青
让特殊孩子找到人生价值
她的执着打动了许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