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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好老师”奖励计
划颁奖，10位教师每人
获奖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9 月 8

日，“四有好老师”奖励计划颁奖典

礼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表彰获评

“四有好老师”启功教师奖的 10 位

优秀教师和获评“四有好老师”公益

行动奖的 10 个优秀团队。教育部

副部长朱之文，“四有好老师”奖励

计划评审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委员陶西平与社会各界代

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校友代表等

1600余人参加大会。

会上，湖南省岳阳县张谷英镇

朱公小学教师黄亚飞等 10 位长期

坚守在基础教育教学第一线，从教

30 年以上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教师，获评“四有好老师”启功教师

奖。10 个参加“中国好老师”公益

行动计划，主动开展各项育人研究

与实践，引领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优秀团队，获评“四有好

老师”公益行动奖。

“四有好老师”奖励计划由北京

师范大学联合光明日报社、中国教育

学会共同设立，包括面向个人的启功

教师奖和面向团队的公益行动奖两

个奖项，以表彰为国家基础教育事业

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团

队，引领培育广大教师争做党和人民

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据介绍，启功教师奖每次评选不

超过 10 名优秀教师，奖励获奖者一

次性奖金 50 万元。“四有好老师”公

益行动奖每次评选不超过10个优秀

团队，奖励获奖团队20万元，北京师

范大学将遴选团队部分优秀个人参

加教师提升的培训/深造项目。

第五届中国幼教年会
将于12月1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浩） 9月13日，

第五届中国幼教年会暨中国（杭州）

国际幼教产业贸易展览会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记者

在会上获悉，第五届中国幼教年会将

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4 日在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召开，中国国际幼教展也

将同期举办。华夏前程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孙

纲介绍，本届中国幼教年会以“学前

教育公平与质量——全球经验，中国

焦点”为主题，截至目前，年会已接收

到全球多个组织推荐的专家、名师

380余位，推荐分享议题达到1100余

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开放的沟通和交流对一个

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幼儿教育的

工作和发展具有较大的价值与意

义。预计今年年会幼儿园参会代表

将超过15000人。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以
校庆为契机展示学校
新风貌

本报讯（记者 孙和保） 9 月 15

日，河北经济管理学校举办了以“腾

跃·筑梦四十年”为主题的建校40周

年庆典活动。近 500 位校友从全国

各地返回母校，与全校师生一起追忆

往昔，寄望未来。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始建于 1978

年，该校以物流专业为龙头，深入研

究探索物流人才培养方案、参与制定

物流技能大赛规程，积极开展校企合

作，在物流专业建设、物流人才培养、

物流技能比赛、校企合作共建等方面

均取得了突出成果，为物流系统输送

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28年，她用生命诠释农村教师大爱
——追记江苏省启东市海复小学教师蔡蓉

“人民的老师，永远的蔡蓉！”“蔡

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黑底白字的

巨大条幅格外显眼。7 月 2 日上午，

江苏省启东市委、市政府领导，乡村

教师蔡蓉的亲朋好友、学生、家长，还

有素未谋面闻讯而来的群众，送别的

队伍站满了启东殡仪馆告别厅，在悲

怆的旋律中，每个人都深情地向启东

教师蔡蓉作最后的告别。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蔡蓉是启东市海复小学教务处

主任兼六年级语文教师，自1990年师

范毕业后，就进入启东市海复小学工

作，这一干就是28年。

6 月 29 日早上 8 点多，蔡蓉感到

很不舒服，有同事看到她伏在办公桌

上，提醒她注意休息。但考虑到学校

第二天进行结业典礼，蔡蓉谢绝了同

事的好意，一直忙到11点。

中午11时许，校长吴静去学校食

堂吃饭，经过学校教务处办公室时，

看到蔡蓉仍在伏案工作，她招呼道：

“先去吃中饭了！”蔡蓉回道：“你先

去，我这就来。”半个小时后，吃完中

饭回来的吴静发现蔡蓉趴在桌上，几

近 昏 迷 。 送 医 后 ，CT 显 示 ：颅 脑

出血。

“已经回天乏力了。”医生的话，

刺痛了所有人。当天晚上10时，蔡蓉

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她的亲人、

同事、学生，离开了她所挚爱的教育

事业。吴静怎么也想不通，怎么这一

转身，竟会阴阳相隔？这是一段让她

这辈子都不愿去撕开的记忆伤口。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蔡蓉还在

学校班主任群里安排工作：“请各位

班主任（把学生心理辅导个案记录模

板）发到自己的班级群。”上午 10 点

58分，教师朱彩霞询问：“两个二维码

都要关注吗？”蔡蓉回答：“是的。”当

教师陆青青再次询问：“要统计吗？”

谁也没想到，这个 35人的微信群，再

也等不来蔡蓉的回答了。

蔡蓉办公桌上的电脑依然开着，

学生成绩汇总表、结业典礼讲话要

点、下学期工作任务等都还有序堆放

着，旁边还摆放着一个颈椎按摩器，

同事们不忍去整理。他们觉得，这些

东西放着，就像蔡蓉还活着，只是她

有些累了，先歇息会儿。

“蔡蓉家的灯永远是最
晚熄灭的”

蔡蓉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工作

狂”，如果在海复小学搞一个测评，推

选谁是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

人，答案只有一个——蔡蓉。特别是

2004年起，蔡蓉被民主推荐当上教务

处主任后，每天的时间更是安排得满

满当当。

“她除了备课、上课、改作业、听

课、参加教研组活动、开展德育活动

之外，什么时间找学生谈话，找哪些

学生谈话，什么时间阅读教育理论书

籍，什么时间与家长沟通联系等都安

排得井井有条。”自 2015 年起便和蔡

蓉搭档的教师樊裕华说。

蔡蓉一直与父母吃住在一起，每

天他们家的晚饭时间总比邻居家

晚。“她下班好像从来没有准时过，问

她，要么帮学生培优补差，要么准备

课件。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母亲顾

连方说。

姐夫蔡辉一直把蔡蓉当妹妹看

待，在他眼里，蔡蓉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已经到了让他不能理解的地步：“每天

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农村人睡得早，

但蔡蓉家的灯永远是最晚熄灭的。”

女儿施艺倩今年刚参加工作，在

她的印象中，妈妈一直很忙，下班回

家经常要带一摞作文本，“妈妈太辛

苦了，想着自己现在可以好好地孝顺

她了，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是大伙眼里的热心肠

蔡蓉的热心肠在海复小学是出

了名的。2016 年，一位教师患病期

间，执教的三年级语文课没人上。当

时教四年级的蔡蓉主动顶上了，每天

上两个班，备不同的课，整整3个月时

间，蔡蓉咬牙坚持了下来。也有人劝

她，蔡蓉说：如果请人代课，一时也没

有合适的人选，家长也不放心，不能

耽误孩子们的学习。

与蔡蓉共事20多年、已退休的老

教师吴耀萍红着眼睛说，由于年纪大

了，自己对电脑操作不太熟悉，蔡蓉

总是有空就帮助她，有时甚至代劳一

些电脑上的活。前年，吴耀萍因脚骨

折，走路不方便，蔡蓉主动承担了她

的一些课务，还叮嘱她要休息好。

在教师高牡丹眼中，蔡蓉总是有

求必应。需要什么材料，大家第一个想

到的是蔡蓉，而蔡蓉再忙再累也会办

好，“她好像从来不知道拒绝别人”。

“平时谁请了假，蔡老师总是把

课揽下来，总能看到作为班主任的蔡

老师一直保持着阳光和笑容，从未有

过抱怨和消极。”与蔡蓉搭档 10年的

陈 益 除 了 赞 赏 ，更 多 的 是 痛 惜 与

不舍。

与蔡蓉共事过的同事，几乎都能

随口说出她乐于助人的几件事。前

一阵，教师陆伟要上一堂南通市级的

数学公开课，在准备课件时遇到了难

题。下班后求助于蔡蓉，蔡蓉一口答

应。一遍又一遍，蔡蓉不厌其烦地修

改，直到满意为止。而晚上 8点多结

束后，陆伟还看到她带着一个小组的

作文本回家。

“你是那个 28 年后依
然拥有初心的老师”

6月 29日傍晚，惊闻蔡蓉出事的

消息，启东市海复小学1990级的学生

怎么也不敢相信，纷纷打电话求证。

这是蔡蓉从师范毕业后教的第一个

班级，尽管学生毕业已经 20多年，但

每个人都惦念着蔡蓉的好：温柔、漂

亮、有学识、从不骂人，嘴角永远挂着

微笑。蔡老师走了，翻看着泛黄的照

片，学生们泪如雨下：“你是那个和我

们一起跳房子的老师，你是那个生了

病还会回来教我们的老师，你是那个

28年后依然拥有初心的老师……”

学生冯蛟蛟说：“怎么能忘记您

的鼓励，您给我的勇气。除了父母，

您是第一个带我看世界的人。”

学生宸雨说：“您教了我3年，让我

在最幼稚的年华里去认识世界，带给我

鼓励、勇气。您的好，所有人记着。”

每一帧回忆，都痛如刀割。

“蔡老师，辛苦了，要不是你，这

次我肯定考不合格”“是你自己努力

的结果。只要努力了你也会很棒”

“我一定会努力的”“我期待你的进

步 ”。 这 是 蔡 蓉 和 学 生 小 王 的 对

话。小王是江西人，学习基础比较

薄弱，妈妈说他“语文成绩基本上没

及格过”。

自四年级蔡蓉接手小王所在的

班级后，她对每个学生都倾注了满腔

的爱，而小王成了她特别关照的对

象。每天放学后，蔡蓉总要把他留下

来，辅导他做作业、督促他背书。期

末测评前夕，蔡蓉把中午的时间也利

用起来。终于，小王的语文成绩合

格了。

高佳怡是个有点腼腆的小姑娘，

她说，有次学校停电，到了中午，看到

在学校食堂用餐的孩子们没饭吃，蔡

蓉马上自己掏钱买来了面包，20多个

学生个个都有。

蔡蓉对学生的爱炽热而深沉，

深藏于心。班内每名学生的情况

她都了如指掌，哪个学生是单亲，

哪个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哪个学生

是留守儿童，哪个学生爱做家务，

哪个学生认真负责，哪个学生粗心

大意……

扎根农村教育28年，蔡蓉的工作

能力更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师

徒结对中曾拜师蔡蓉的范红艳、张锦

娟眼中，站在讲台上的蔡蓉是最动人

的。她总是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学

生总感叹，每次上语文课，时间总是

过得那么快。如今已是启东市骨干

教师的范红艳说：“听蔡老师的课是

一种享受，仿佛在经历一场文化的旅

行，让我受益匪浅。”

连年来，蔡蓉所带的班级学风

好，语文成绩在全镇一直名列前茅。

对待工作精益求精的蔡蓉获得了诸

多殊荣：“启东市优秀班主任”“启东

市骨干教师”“启东市教科研工作先

进个人”。“教书是个良心活，蔡蓉用

她满腔的育人情怀、高尚的师德操

守、精湛的教学能力有力诠释了什么

才是好教师”。吴静说，蔡蓉无愧是

该校好老师的典范。

其实，蔡蓉非常热爱生活。她练

字、写诗、画画，她会买菜做饭，她孝

顺父母，她喜欢陪孩子玩……只是她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她热爱

的事业。

是的。当一个人有了超越物质

层面的精神追求，必有一簇理想的火

焰在胸膛燃烧，必有一种执着的力量

在心中澎湃。

47 岁的蔡蓉，用 28 年的默默奉

献和坚守，谱写出一名普通农村教师

不平凡的人生！她的生命最终定格

在她最熟悉、最热爱的岗位上。

□ 通讯员 吴 青

特别关注

蒙古族小学生：体验奶茶文化 感受民族魅力
9月1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的蒙古族小学生参加蒙古族奶茶文化体验活动，并在茶艺师的指导下现场熬制奶茶，学习蒙古族奶茶礼

仪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丁根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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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创刊 15 年来，我

一直很关注。特别是最近8年来，我

为了能及时读到它，干脆兼任起学校

的报刊收发员。

收发员是个“有忧有喜”的工

作，忧的是必须将各类报纸按要求

分 发 下 去 ，要 花 一 定 的 时 间 和 精

力。喜的是每次报纸一到，能第一

时间找到《中国教师报》，每到此时，

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为了能读

到心爱的报纸，我情愿担负分发报

纸的劳务。

这份工作给我的收获有二：一

是空余时间充实了，可以阅读到最

新的、令我感兴趣的文章，了解最新

的教育教学、教研教改等方面的信

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习新的

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教法，提高自己

的教育教学水平；二是利用送报的

机会走一走，舒活筋骨之余，也欣赏

一下学校各种新面貌。可谓“校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吧！大事小

事都了解，语文课教学时就能信手

拈来，鲜活而又能做到有针对性，这

样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加强

了教育的“穿透力”，产生了比较好

的教学效果。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

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基础

教 育 领 域 的 工 作 者 同 样 应 该 深

思。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般教师

出去学习交流的机会不多。那么，

通过读书看报积淀文化底蕴、开阔

专业视野、更新教育理念和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也不失为最有效的途

径。看报纸我习惯从最后一版往

前读。像《中国教师报》的“文化周

刊”“教师成长周刊”“课改研究周

刊”“现代课堂周刊”“区域教育周

刊”“教育家周刊”我都很喜欢，每

期都不放过。每次读完，我还要与

同 事 们 议 论 议 论 ，谈 谈 自 己 的 见

解，交流心得，怎样才能更好地与

我们的教学相结合。多年来，由于

工作有成效，学校和上级给予我不

少荣誉。不止于此，其实我心里还

有一个一个新期盼：有朝一日能有

一篇自己的新文章见诸报端。因

此，对于我喜欢的文章，我不懈地

阅读，吸取知识以提高自己的写作

水平。在《中国教师报》的启发下，

我现在已有 30 多篇文章在各级各

类报刊发表。

当 然 ，我 兼 任 的 分 发 报 刊 工

作，在教育行业内是“杂活”。但

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研究，

我亲身体会到：只要勤干、勤动脑，

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效果是

大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临湘市职业中专）

为读《中国教师报》，甘当报刊收发员
□李刚

读报会·同行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