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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雷俊英

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是数万教师追捧

的“明星”。

“中师”起点的她，初次登上讲台

时不满 20岁。28年后的今天，她成了

湖南省特级教师，临武县首个正高级

职称教师，首个获郴州市教育突出贡

献奖的教研员。还先后被评选为省国

培专家，被表彰为省优秀课题主持人、

全国优秀教研员……

“成为每个孩子的好姐姐”

雷俊英工作的第一站是临武县汾

市乡北岸村小学，担任三年级班主

任。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她给自

己定了一个目标，要成为全班孩子的

好姐姐、好朋友，把爱毫无保留地奉献

给每一个学生。

班上有个叫唐海斌的学生，患先

天性脆骨病，双腿畸形，弯曲成圆，丧

失了行走能力，靠两只手扶小凳子挪

动身体。每天上学都是母亲背到学

校，放学了父母还在干农活，唐海斌便

孤独地等待着……雷俊英想，如何让

孩子坚持学习并真正学到东西？更重

要的是，孩子长大后如何生存和发

展？虽然还只是三年级，学生都还太

小，但是雷俊英却和班里的孩子们讨

论这两个问题。“一定要让唐海斌有生

活的勇气和自我发展的决心，一定要

让全班孩子有爱心和同情心，有帮助

唐海斌的行动。”雷俊英一次又一次与

唐海斌的父母交流这些想法。

唐海斌家住细小湾村，距离学校

约两公里。雷俊英每天背送他回家，

利用这段时间与唐海斌亲密谈心。

高士其、张海迪等残障人士的故事，

如涓涓细流注入唐海斌的心田。原

来上音乐课不愿张嘴的唐海斌，开始

放声歌唱了；原来在图画课上不愿动

手的唐海斌，不但跟老师、同学学画

画，有时还玩起了泥塑和折纸。一次

学校评“三好学生”，唐海斌做了朵小

红花送给班上的“三好学生”。雷俊

英如获至宝，竖起大拇指夸唐海斌心

灵手巧。

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已

经被大家淡忘，但雷俊英对唐海斌的

爱却像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初中毕

业后，唐海斌到河南省玉县剪纸一条

街学了四个月剪纸艺术。随后，唐海

斌与人合伙在县城开了个名为“素美

名琴”的琴行，批发、零售中西乐器，办

多种乐器培训班，兼售各种民间艺术

品，其中仅唐海斌的剪纸每月便可销

售数百元，逢年过节更是供不应求。

面对今天充实的生活，每有闲适，唐海

斌便会想起雷俊英，用微信或 QQ 与

她聊上几句。

有的问题不是单纯用爱就可以解

决的，还要靠科学的方法。在县一完

小，雷俊英就遇到了一个被诊断为

“多动症”的学生。这孩子经常搞恶

作剧，大家静心听课时他会突然大

叫，甚至唱歌；有时还悄悄拿了教师

备课本藏起来。原来的任课教师或将

他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故意冷落

他，或放在最前排，让教师和同学盯

着他……雷俊英查阅了一些关于多动

症的资料，看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

籍，她了解到这样的孩子表现欲望强

烈，渴望他人的关注，教师应顺势而

为。雷俊英将这名学生的座位进行了

调整，放在靠中间的位置，讲课时常

三步两步，来到他的座位旁，或指指

课文，或摸摸他的小脑袋，让他感受

到教师的关爱。慢慢地，这个孩子安

静了不少，学习也大有进步。如今长

大成人的他在电力公司有了一份很不

错的工作。

唤醒“沉睡”的教师

2005年9月，雷俊英担任了县教研

室的小学语文教研员。

“我热爱、热心教研，正是源自 15

年的教师经历。”雷俊英曾这样说起自

己的教研人生。“教研员就是用自己的

智慧去揭开教育的深层奥秘，并唤醒

‘沉睡’中的教师。所以，教研员不仅要

自己搞教研，而且要激发每个教师的潜

能，引领教师走上教科研的道路。

从此，雷俊英的足迹踏遍了全县

每所学校。一到学校就推门听课，从

中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现状，帮助教师

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特别是从中发现

教师教学的亮点和教研的潜质。在麦

市乡中心小学，雷俊英发现 20 多岁的

女教师陈望月不但语文知识功底扎

实，而且教学充满激情。雷俊英认为，

“语文不仅是知识，是工具，更是师生

的家国情怀。我们要努力让每个学生

爱上语文，让语文课成为师生的精神

盛宴”。雷俊英指导陈望月在学校、片

区、全县连续上了几节公开课，一是要

唤起大家的教研热情；二是要让语文

教师知道该有怎样的语文情怀，如何

让学生爱上语文这门课。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是雷俊英

指导陈望月上的第一节公开课。陈望

月起初的教学设计，是在古筝伴奏中

以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诵开启课堂。雷

俊英否决了这个设计。陈望月经过不

断反思后认识到，《咏梅》虽短短几句

却思想深刻，情韵丰厚，只要运用得

法，其天然的音乐感也能带动起学生

心里的节奏。于是，陈望月将吟诵作

为主要教学手段：教师范读，学生体验

读，以及在分解读中让学生身临其

境。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兴奋起来，并

一一细细体验“寂寞开无主”“已是黄

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

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的语境。当有的学生说

到梅花已化作灰尘了，却“香如故”，这

个香气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时，陈望

月当即大加赞赏，特别强调这个学生

的口语表达准确，对词的意境理解正

确。她还进一步点拨说，这个香就是

梅花的精气神，这就是陆游咏之所往，

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

“什么是语文教学的语文味，陈望

月执教的这节古诗词课‘一身诗意千

寻瀑’，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雷俊英

在后来的多次教研活动中这样评价和

推介这节课。这节课先后获得市、省、

教育部一等奖，最后还进入了全国优

质教育资源库。

从麦市中心小学到县一完小，从

普通语文教师到城关一完小语文教研

组长，短短三年，陈望月不但在全省、

全国先后拿了5个一等奖，而且指导帮

助胡巧芝、黄秀娟、谷武艳等城乡10多

位青年教师成了教研能人。就在记者

采访时，麦市小学教师谭秀玲，又在雷

俊英等人的指导下，荣获郴州市口语

交际教学比武一等奖。

陈望月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其实

走遍临武城乡，还可以看到许多“陈望

月”，他们身上都有雷俊英的影子。教

研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自觉行动。

临武县的“软实力”

临武县有两个美丽的称谓——国

学县、足球县。

国学县，起因于雷俊英和教研室

组织的几次国学活动。后来，有了做

课题的想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于是，县教研室立即启动了国

学编选行动。此后，在长达半年的时

间里，雷俊英和四五个同事沉浸在浩

如烟海的国学中。雷俊英提出要走一

条国学创新之路，摆脱市面上已有的

各种国学书籍的编写方式，按原文、

注释、译文，加故事、插图的编排体

例，用儿童语言进行叙述，另辟蹊径，

编写了一套集思想性、教育性、知识

性、可读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通俗地

方教材。

8个月后，当这套教材呈现在全国

几位国学专家的案头时，大家都竖起

了大拇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程方平读后说，“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县编的地方教材，太有功力

了”。很快，这套教材由湖南人民出版

社正式出版了。临武县中小学以此为

教材，每周开设 1-2 节国学课。县委

还给全县干部发了这套教材，作为必

读书。

随后，雷俊英又主编了三册《国学

精品教案》，帮助教师进一步做好国学

教学。这套教案也于 2013年 8月由湖

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16 年，雷

俊英又出版了国学教育专著《回到经

典——小学国学教育探索》。

如今，不但临武县每个学生通过

课堂和活动接受了国学的洗礼，雷俊

英还将国学推向了社会，推向了每个

村落、每个企业。国学一条街、国学公

园随处可见，农家书屋、企业文化都以

国学为主体内容。临武县真正成了美

丽的国学县。

雷俊英也随之被邀请到北京、山

东、陕西，特别是与临武相邻的广东、

广西交流国学教学的体会。

“这就是软实力呀！雷俊英、县教

研室的作用能小看吗？”说起这些，临武

县副县长郭应湘兴奋不已。“不仅如此，

我们县的教育均衡发展，乡村振兴，县

教育局、教研室真正起到了智库的作

用。关于这点，你最好多到几个地方、

几所学校走走，看看他们搞的城乡一体

化教研。”郭应湘这样向记者建议。

引领更多教师走向优秀

在临武县，整个农村学校的教育

教学水平与城区相比都差距较大，特

别是一些村级小学，更无什么教研可

言。如何改变这一切？这是雷俊英

2014年上任县教研室主任后思考得最

多的问题。

雷俊英认为，教育要均衡发展，而

且有质量、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教研

室必须要有所为，成为全县发展教

育、发展经济的智库。进而她提出了

“打造城乡教研联合体，实行城乡一

体化教研”的设想，即一所城区优质

学校带领四所乡镇薄弱学校组成一个

城乡教研联合体，每个城乡教研联合

体由城区优质学校牵头，带领农村学

校开展城乡一体化教研活动。在雷俊

英的带领下，全县共组建了 9 个（初中

3个、小学 6个）城乡教研联合教研体，

县教研室教研员每人跟踪指导一个教

研联合体形成了全县教研一盘棋的大

格局。各教研联合体成立了区域教研

中心和学科指导中心，月月开展一次

城乡一体化教研活动，教研活动覆盖

每一个学科。

同 益 小 学 与 接 龙 小 学 、水 东 小

学、大冲小学、六完小结为第六教研

联合体，雷俊英为负责人，她每月组

织开展一次教研活动。平时，还常到

各学校指导。2014 年，同益小学负责

教学教研的副校长李玲赟说，雷俊英

多次带领教研联合体的骨干教师到

学校送教送研，有时她还亲自为教师

上示范课。在城乡一体化教研的带

动下，学校由封闭式教研走向了开放

式教研——学校每天上午第一、二节

课全开放，任何人不需要事先打招呼

即可推门听课。雷俊英对于学校实

施的开放课堂非常支持，她至少来过

学校上百次，每个教师的课听过不下

四五次。这样，每个教师每天都在上

公开课，教师的进步自不用说，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也迅速上升。

如同益小学一样，临武县许多农

村中小学都受益于城乡一体化教研。

地处偏远、长期落后的大冲小学校长

邓寄军说：“实行城乡一体化教研是我

们山区学校的福音，自从与城区学校

结对后，就如走亲戚般往来。我校与

六完小结对，六完小全部的优质资源

都让我们共享。2016 年，雷俊英还提

出让我们联盟体内的 4 所农村学校选

派16名青年教师到六完小跟岗学习半

年。如今，这 16 名教师都成了学校的

骨干。”随着城乡一体化教研的实施，

无论城区学校还是乡村学校，教师个

个参与教研活动，人人都是教研的主

角。以往沉寂的山村中小学,教研活动

风生水起，一个个教师、一所所学校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县教育局局长文道斌说，原来对

城乡教育如何均衡发展没有底，更没

有十足的把握，现在城乡一体化教研

做起来了，均衡化就摆在了我们面

前。全县农村中小学学生数量眼看着

往上涨，由原来的 10000 名，达到了现

在的14000多名。

临武县搞“足球县”也借助了教研

室这个智库。雷俊英主持了湖南省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

《区域性推进农村校园足球教育的实

践研究》，在教育科研的引领下，每个

乡镇中小学的校园足球活动都搞起来

了，不但有规范的足球场，有经过培

训、达标拿证的足球教师、教练、裁判，

而且班班、校校都有男、女足球队，校

校还有教师足球队。片区足球联赛、

县足球联赛让临武城乡刮起了一股足

球风。

2014 年，由省教育厅授权组建并

授牌的“湖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建设与

运用——雷俊英小学语文名师工作

室”成立。这个依托于网络的工作

室，如今有 2754 名成员，覆盖全省各

市。工作室网站访问量近 160 万人

次，可称为省内之“最”。而最珍贵的

是，临武人受益无穷。临武有 1000 多

名教师参与了名师工作室的资源建

设、在线答疑、网络教研、业务培训和

教研沙龙活动，一大批教师在这个团

队中你追我赶，快速成长了起来。名

师工作室成员所取得的教学、教研成

果也是惊人的。雷俊英自 2011 年以

来仅在全国、全省就拿了五个一等

奖；全县教师获市级以上各种教学、

教研成果达 50 余项。每个乡、每所学

校都有教师通过名师工作室这个平台

在课题研究、论文评选、教学比武中

获奖。名师工作室真正成为优秀教师

的聚集地、未来名师的孵化地、教育

教学良方的生产地、优质教学资源的

共创共享地。

作为一个县的教研室主任兼课改

办主任，面对全县百余所学校，3000多

名教师，雷俊英每周至少要下学校 3

天，一年至少要听、评两百多节课，每

年至少要跟踪指导 5、6 个教师的教学

教研工作，同时她还要作为志愿者，定

期参与县里的义工活动，还要相夫教

子，她的家庭先后3次被评为市、省“最

美家庭”“书香家庭”。雷俊英的兴趣

爱好广泛，她是省作协会员，除出版过

10 余本业务书籍外，还读书、写诗、写

散文，出版散文集。

与雷俊英聊起她的教师人生、教

研人生，她不承认自己是弱女子，亦

不承认自己是女强人，“我就是凡人

一个，与大家一样吃五谷杂粮”。“她

不是女强人，但她是钢铸铁打的人。”

县教研室几位教研员这样调侃。雷俊

英则仍坚持说：“爱是人生的动力与

源泉。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读

书学习、热爱周围值得爱的一切。当

爱留驻心田，我便不但有了源源不断

的工作动力，也有了诗意的生活。”

爱得如此执着，爱得如此深沉，诗

与远方自然会常驻雷俊英心间。

非常教师

雷俊英：诗与远方常驻心间

作为县教研室主任兼课改办主任，雷俊英每周下学校3天，一年至少要听、评200多节课，每年至少要跟踪指导五六个教师做教研。在她的

示范引领下，不少教师爱上教研，成为名师；她的兴趣爱好广泛，是省作协会员，出版过十余本业务书籍，出版过散文集。她关注的不只是学校、

教师，由引领教育到服务社会，县教研室成为临武县发展的“智库”。

别人都说她是“女强人”，但她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当爱留驻心田，我便不但有了源源不断的工作动力，也有了诗意的生活”。

雷俊英

湖南省临武县教研室主任，

湖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

师，湖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建

设与运用网络名师工作室

小学语文首席名师。湖南

省首批“国培计划”专家库

成员，全国先进教研工作

者，出版书籍 12部，获市级

以上科研成果奖11项。

□本报记者 李让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