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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锋：让山里孩子“龙腾马跃”
□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吴艳锋，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

新塘乡双河初级中学校

长，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湖

北省“十佳师德标兵”“恩

施名师”等称号。2020年9

月，入选全国优秀特岗教

师事迹报告团。

一个喜欢逃学的乡村孩子，在老

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有了自信，考上了

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当老师，还入选

2019 年“马云乡村师范生”、2020 年湖

北省“长江学子”。这个乡村孩子就是

唐杉，她说，“遇见吴艳锋老师是我学

生时代的幸运，我也要努力成为学生

的幸运”。

13 年扎根在乡村，吴艳锋点亮着

一批又一批“唐杉们”的梦想。

“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
的人生路”

2007年，吴艳锋从三峡大学毕业，

曾任院学生会主席的他，主动报名来

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凤镇

龙马村的龙马初级中学任教。

吴艳锋的家乡在湖北枣阳，对于

偏远的恩施山村来说，他是一个十足

的外来户。初来乍到，看到龙马村群

山环绕、山色苍茫，全校仅有 500 多个

孩子，吴艳锋有那么一点点失落。校

长读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看我

们学校小，想当年几亩薄地搞建设，一

排瓦屋办学堂，硬是托起了山里娃儿

的希望。”

听着校长的话，看着校外蜿蜒的

山路，吴艳锋想，这是孩子的求学之

路，也是自己和孩子的人生之路。吴

艳锋对自己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

生的主角，选择一个职业就是给自己

选择一条路。今后，在这里走的每一

步，其实都是自己的人生之路。

吴艳锋循着山路，开始了家访。

他要努力去了解每一个山里孩子的情

况。龙马山大人稀，有的地方不通公

路，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但吴艳锋

说，每到学生家里，当淳朴的家长、可

爱的孩子递上毛巾、端来热水让擦脸

洗手的时候，身上的疲惫刹那间一扫

而光。

学生赵莹一提起吴艳锋，脸上写

满感激之情。“那时，我认为自己没救

了，我妈天天头痛我的学习，总是骂

我。但有一天，吴老师来我家家访，跟

我妈不知道聊了些什么，我妈突然扭

过头来对我笑，从那以后她就觉得我

有希望了。”赵莹说，吴艳锋这个外乡

来的老师，最清楚每个学生的家在哪

里。13 年来，他差不多走遍了龙马片

区的山山岭岭。

学生王小文，刚出生不久妈妈就

离家出走了，爸爸后来遇到车祸去世

了，孩子一直由奶奶抚养。奶奶年事

已高，就靠种一点薄地为生。小文小

时候，奶奶怕他到处乱跑，经常用绳子

把他拴起来。吴艳锋通过家访了解情

况后，想方设法帮这一家人募集到长

期的爱心资助。

学生向芸来自青堡村的一个单亲

家庭，妈妈因为车祸去世，爸爸要照顾

4 位老人和两个孩子。吴艳锋向家长

建议，让向芸在学校住读，更安心学

习，还专门拜托食堂梅师傅帮忙多照

顾一点。

吴艳锋在家访中为残疾学生送教

上门，劝辍学学生返回学校，给贫困学

生发放资助。家访的路很难走，但吴

艳锋认为，自己把路多走一些，孩子未

来的路也就更顺畅一些。慢慢地，家

长和孩子越来越信任吴艳锋。许多家

长说，这么优秀的老师，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留下来。吴艳锋说：“放心，我哪

儿也不去，我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

后来，由学生“说媒”，吴艳锋真在

龙马镇成家扎根了。2010 年 12 月，当

时张维、袁洪平等几名学生病了，吴艳

锋把他们送到龙马卫生院打针，紧接

着自己赶回去上晚自习。没想到，孩

子们发现打针的护士既热心又漂亮，

就在护士面前一个劲儿地夸吴老师关

心学生、心地善良。等晚自习结束后，

吴艳锋去接学生，没想到这一接还真

和护士建立了联系。两年后，吴艳锋

与卫生院李宗梅幸福地结婚了。现

在，吴艳锋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让人人成为主角，为人
人提供舞台”

吴艳锋把新理念、新思维、新知识

带到乡村。他把“舞台教育理论”运用

于乡村教育教学实际。舞台教育理论

提出，“人人是自己的主角，舞台是人

人的舞台，台上台下都是主角”。他努

力让大山里的孩子意识到，每一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独特生活经历的主角，每一个人都能

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而老

师所要做的，就是为孩子搭建一个又

一个舞台。

大山里条件艰苦，开展活动很不

方便，吴艳锋就地取材，用啤酒瓶举办

“钓鱼”大赛，评选“钓鱼大王”；开展

“寝室美化大赛”，让孩子的被子从“花

卷”变成“豆腐”；教孩子用废纸箱做成

小树，“生长”在寝室的墙壁上；围绕龙

马的“马”字做文章，组织师生进行“马

拉松”比赛；带着孩子们远足，感受家

乡、大山的美好。

学生黎萍读小学时，一直在海拔

1200 多米的小村寨里生活，升入初中

后，性格腼腆内向。考虑到她经常在

陡峭的山路上求学往返，练就了良好

的体质，吴艳锋鼓励她参加运动会，还

专门安排她举班牌，第一个上场。黎

萍很紧张，也很开心。她一鼓作气，一

口气连拿 4 个第一，从此一发而不可

收，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张又一张奖

状，铺满了家里的一面墙。吴艳锋还

鼓励她当主持人、参加演讲、征文比

赛，舞台上的黎萍越来越自信，越来越

阳光。

多年后，黎萍考取华中师范大学，

还成为全校开学、毕业典礼的发言代

表。如今成为公务员的她，在网上发

表了一篇文章《23年，一个湖北女孩的

成长史》，文中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恩师

吴艳锋。

学生唐杉读初中时，用她自己的

话说，一直活在“学不好、考不好”的阴

影里，甚至还逃课。

有一天，吴艳锋发现她的数学课

本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流行歌词，课

本被涂成了歌词本。吴艳锋说，你不

是很喜欢抄写吗？我们马上就要搞手

抄报比赛了，你参加吧，就用自己写的

歌词，办一期手抄报。

原以为吴老师要批评自己，没想

到老师却满是鼓励。唐杉内心忐忑，

将信将疑，但还是按要求参加了比赛，

哪晓得一举夺魁拿了一等奖。

得奖后，唐杉在作文里写道：从小

我就不让人省心，很少有人发现我的

优点，包括我自己，直到遇见您，您硬

拉着我去参加比赛并得了一等奖，这

让我喜出望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唐杉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开始有了自信。2018 年，大学毕业的

她也选择像吴艳锋一样，回到乡村当

教师。她把吴艳锋鼓励她的故事写成

德育论文——《以一个问题学生的视

角看待班主任工作》。文中写道：感恩

学生时代的幸运，此刻我是一个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也有这样的幸运！后

来，这篇文章获得了恩施州德育论文

一等奖。

2019年，唐杉获评“马云乡村师范

生”；2020年，她又获评湖北省“长江学

子”。无论是黎萍，还是唐杉，只要有

了舞台，就能闪闪发光，开始变得自

信，变得自强，变得不一样。

吴艳锋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

独特的价值所在，都有属于他们的灿烂

未来，决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尽可能给

学生创造更多的活动机会，让他们从活

动中看到彼此的闪光点，让每一个人充

分认知自我，找回自信，茁壮成长。

“我们只有让每一个孩子登上属

于自己的舞台，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发

光发亮！”吴艳锋说。

“每一名教师都可以闪
闪发光”

由于乡村学校缺教师，13 年来吴

艳锋先后承担过多门学科的教学任

务。他认为，教育有规律可循，关键是

提升自己和孩子的发现力、实现力和

呈现力。

每一次外出培训学习后，吴艳锋

都会将宾馆里的一次性牙膏、车票以

及随时碰到的废旧电子元件等搜集起

来，变成物理课上学习摩擦力、压强、

运动、电学等内容的教具，让学科与生

活联系更密切。在学习光学知识时，

吴艳锋找来许多老花镜和三棱镜，通

过凸透镜成像、利用光的色散制造彩

虹，把手机用保鲜袋封装后放入水中

开展声音传播的演示实验……

正是吴艳锋生动形象的教学，让

学生对原本枯燥乏味的物理学习开始

感兴趣。课堂上，吴艳锋还积极推行

学习小组建设，通过实验探究带着学

生学习，让知识变得更加鲜活和有用。

近年来，吴艳锋先后获得恩施市

优质课竞赛一等奖、教师基本功大赛、

实验技能大赛等多种奖项，并获评全

国模范教师、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称号。

2018 年，吴艳锋从一名普通教师

成长为校长，他所在的学校也发展成

为恩施市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020 年，吴艳锋又调任新塘乡双河初

级中学校长。

特岗教师叶琴入职后，吴艳锋经

常与她交流育人理念和教育实践经

验，积极促使她与学科教研员和学科

骨干取得联系，后来又为她争取到去

武汉和杭州参加培训的机会。叶琴也

很上进，培训回来后带头开展班级文

化建设、第一个在班级利用视频设备

进行精准教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也在

恩施市有了一定影响。

教师钟雨龙常回忆起自己刚做班

主任的情景，那年班上有个叫张礼顺

的学生，因为家里父母生病和其他一

些原因，小家伙总惹一些小麻烦。许

多次，吴艳锋都跑在前面去解决问题，

对孩子微笑着询问，有如朋友一般谈

心。看到那样的场景，钟雨龙认为看

到了一个好老师的榜样。

这些年，吴艳锋努力为教师搭建

成长舞台，为他们争取外出培训学习

的机会，为新教师成长提供帮扶。5

年来，这所乡村学校的教师们先后获

得党政表彰、教科研成果奖，其中市

级有 60 多人次、州级有 10 人次，省级

以上有 5 人次。教师袁泽勇多次获得

市级体育学科教学质量优秀奖，带领

学生获得恩施市健康素养知识竞赛第

二名、篮球赛第六名、足球赛第五名

的成绩……张垒、叶琴、向爱平、涂爱

玲等教师成长为学科新秀和骨干，为

乡村孩子点亮人生梦想。

“共同把未来照亮”

近年来，看到一批批农村孩子从

这里出发，有的进入心目中理想的学

校，有的在职业院校有了一技之长，吴

艳锋内心变得越发充盈。他说：“我相

信孩子们能走出大山，看到山外的世

界；我也相信孩子们会回到大山，共同

建设美好家乡。”

新冠疫情发生后，吴艳锋和老师们

组织学生拍摄防疫小视频，通过微信朋

友圈、抖音等渠道传播防疫知识、增强

防疫意识，还通过绘画、手抄报、征文等

形式加强防疫知识和抗疫精神的教育，

同时积极做好网课与开学复学工作。

吴艳锋的爱人李宗梅不但坚守在医院

岗位上，而且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主动

报名到一线检测点工作。他们夫妻俩

用爱心与责任谱写了抗疫之歌。

让吴艳锋骄傲的是，他的许多学

生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承担起社

会责任。

学生蔡宇现在是武汉市公安局汉

阳区分局月湖派出所 95 后民警，学生

吉媛媛现在是江汉区检察院的一员，

两人结婚时邀请吴艳锋做证婚人。回

老家不到一天的他们，毅然选择成为

无数“逆行者”中的一员，赶回武汉投

入到抗疫中。“平安汉阳”的微信公众

号专门报道了蔡宇，称他书写了当代

青年民警的“硬核”担当。

学生朱治民现在是湖北星斗山泉

公司的一员。作为一名90后，他在“美

丽青堡村”微信群里发出支援武汉的

倡议之后，曾平安、徐付全、刘瑶、胡珊

等同学主动加入进来，并把募集到的

40 吨蔬菜、禽蛋运到武汉。抵达武汉

后，黎萍赶到高速路口接应、转运，和

同学们一起将蔬菜送到江汉区唐家墩

街、北湖街、常青街的疫情防控社区工

作者手上。彼时，黎萍还有援汉医疗

队接待、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等，忙

碌程度可想而知。

除了这些，令吴艳锋同样感动和

骄傲的学生，还有很多，比如陈航宇、

陈祖海、章萌等，在疫情防控的几十天

里，坚持战斗在社区或村居卡点，进行

疫情宣传、值班、巡逻……

一场疫情，让吴艳锋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他说，不管身在城市还是乡

村，只要我们守着初心，用爱发光，就可

以星火燎原，共同把未来照亮。

别人眼中的Ta

吴艳锋是一位充满正能量与爱的教师，有教育情怀，关注精神成

长，擅长观察每一位学生的行为和心理变化，解决了许多问题学生心

中的困扰。他也乐于与家长沟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学习，学习新理

论，接受新事物，还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吴老师对待学生如待自

己孩子，学生都把他当朋友，不会因为他是校长而有距离感；他对待同

事也是如此可爱，大家有问题第一个就会想起吴老师。 （教师 叶琴）

吴艳锋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十分有耐心并善于发现他人

优点的人。课下我们感觉他更像是一位朋友。我喜欢动漫，还记得有一

次我们班数学考差了，他没有责怪而是鼓励我们，特别提到《灌篮高手》里

的樱木花道并说：“他开始只会上篮和灌篮，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便破

釜沉舟，挤出所有的时间，每天努力投篮1000个……在球赛的最后几秒，

他压着哨声反超了对方！”这节课让我印象深刻也特别受启发。其实，我

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努力不一定有成果，但一定会有收获。

（学生 苏志锐）

吴老师是一个富有爱心、知识渊博、风趣幽默、善于对学生进行指

导的人，他很了解学生，也很热情指导每个学生。他善于钻研知识，和

学生相处融洽。吴老师把学生当朋友，他也是我学业生涯中唯一一个

把教师当朋友的人。 （学生 刘益炀）

吴艳锋老师讲课认真，思路清晰，教学由浅入深，使人听课如余音

绕梁，回味无穷；他讲课还十分幽默，课堂气氛轻松诙谐，学生能最大

限度地与他互动。如果要给吴艳锋老师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因材施教，善启心灵”。因为他的一片爱心浇灌，一番辛劳耕耘，才会

有桃李的绚丽、稻麦的金黄。 （学生 肖金霞）

吴艳锋与学生在一起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师师教教
节节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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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教育梦想，情系
乡村学生。为了乡村孩
子，他大学毕业后毅然来
到偏远山村，为这里的学
生带来希望之光。

吴艳锋在家访吴艳锋在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