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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老师
陈红老师在教育教学上注重培养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

才。他常说“只看学生的分数是很片面的”，主张让学生动手动脑，

提高实践能力。

陈老师一直都以校为家，他常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联系爱心

人士和爱心企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学生，改善教育教

学环境。

科学课上，陈老师买来许多食物，引导学生从食物包装上发现

科学信息，通过分析食物的保质期、生产日期、成分等信息，了解食

物的配料、营养成分及保存方法等。学生对他的课很感兴趣。

数学课上，陈红设计了一个情境，让学生根据情境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的数学课堂上，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就能学到数学知识，感悟到本节课的数学原理。

陈老师为我们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贡献了许多，他可以说是一

位全能的老师。

（贵州省印江县榔木小学教师 谭宏琴）

“有困难找陈老师”
陈红老师的头衔有许多，优秀教师、优秀校长、优秀春晖使者，

有时多到感觉说不完。但不管陈老师的头衔有多少，他永远是我

们的好老师。

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好像不需要睡觉。我晚上12点

多联系他问数学题怎么做，他也可以马上回复我。据说有同学早

上五六点钟找他，他还在线。他每天中午都在办公室加班，有时盯

着电脑整理学校的资料，有时忙着批改学生的作业。我感觉，陈老

师确实很热爱他的工作，所以才能够坚持下来。

陈老师也碰到过一些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

惧怕的情绪，他总是那么从容、淡定，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每当我

们有经济困难、学习困难时，他总是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你

们”。因此，“有困难找陈老师”便成为我们之间的共识。

陈老师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陪伴我们这么多年来，他似乎把

我们放在了与妻子、女儿一样重要的位置。

（贵州省印江县第二中学学生 杨露纯）

那天，一名女生来到学校专门给

陈红带了一碗茶鸡蛋。

“ 陈 老 师 ，我 妈 妈 让 我 带 给 您

的，说您太辛苦，茶鸡蛋最补身体。”

女生说。

这是山里人表达感谢最朴素的

方式，也是陈红作为教师收获的感动

之一。

当时的陈红是贵州省印江县刀坝

镇榔木小学的一名教师。

10年前，大学毕业走出大山的他，

又选择回到了大山深处。这一次是以

一名教师的身份站在了山区学校的三

尺讲台。

初为人师便成了“杂家”

从陈红记事起，家中就是劳碌的

父亲、生活都难以自理的母亲、事事都

顺从他的姐姐。家人最大的期望就是

有一天他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

2010年，21岁的陈红大学毕业，人

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就业摆在了

面前。

陈红最终没有在城市谋求一份薪

资不错的“好工作”，而是回到了山区

最艰苦的地方当一名特岗教师。

对于这个选择，身边的人都很意

外。但陈红内心知道自己应该做什

么。还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

会，媒体报道山区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现状，孩子们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眼

神深深震撼了陈红。于是，他决定报

考特岗教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这个决定起初并不被父母、老师、

同学所理解。

“我何尝不知道家中贫困的苦楚，

50 多平米的破烂危房亟须改造，患病

母亲需要大量药物维持，父亲还在外

打工还债……可是，正因为我深陷同

样的贫苦，才更能够感同身受，才更想

为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山区孩子

点燃一份希望！”在他的解释下，家人

朋友渐渐理解了他的选择。

2010 年 7 月，陈红来到印江县最

边远的北部山区——刀坝乡下寨坝

村榔木小学，成为一名特岗教师。

榔木小学坐落在半山坡上，距离

印江县城 50 多公里，距离乡镇也有五

六公里，学校以前的教学楼是 20 世纪

70年代生产队集资修建的一栋两层砖

木结构房，全校200余名学生大多是留

守儿童，8名当地老教师中 3人临近退

休，师资力量薄弱。

山里小学教师少，刚走上工作岗

位的陈红就成了“杂家”。

“除了教语文、数学，还要兼上音

乐、思品、科学、体育等其他科目，我当

时真是有些手忙脚乱。”陈红说。

为了迅速进入“角色”，陈红抓紧

每一分钟认真备课，熟悉各门学科知

识。为了吃透教材，掌握学情，他熬更

守夜，翻阅资料。同时，他向老教师请

教：怎样入门？怎样了解每个学生的

性格和学习情况？怎样确立科学可行

的教育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学期

的努力，陈红迅速适应了山村学校的

校园生活，基本做到了科科“精通”，还

与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陈红在生

活上还要做孩子的“家长”，除了当好

班主任，他还负责学校远程教育管理、

学籍管理、学校办公平台局域网管

理等。

大山的信息十分闭塞，为了做好

学校办公平台局域网维护，陈红坐了6

个小时的车到铜仁市，买来计算机维

护等书籍自学，被村民誉为“家电通”。

作为学校唯一的年轻教师，陈红

还要负责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

2012 年学校刚刚实施营养计划，为了

让孩子们吃上健康营养的食物，陈红

买来摩托车，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农家

买来土鸡蛋、新鲜蔬菜和农家肉，改善

孩子们的生活……

一次，一年级学生田松林不小心

把头磕破，鲜血直流。面对瓢泼大

雨，陈红丝毫没有犹豫，在安顿好其

他学生后，拿起雨衣披在田松林身

上，背着学生踏着泥泞山路往 3 公里

外的村卫生室跑。平时需要半小时的

路程，他只用了 20 分钟就到达，当医

生处理好学生伤口后，陈红却累得差

点虚脱……

像这样的事情到底有多少，陈红

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他为学生所

做的每一件事，都像一粒粒种子一样

深深烙在学生的心里。

“教育事业也许有世界上最高利

润的回报，播下的是一粒爱的种子，收

获的是不可预见的丰硕果实，是整个

美丽的人生。”陈红深有感触地说。

24岁那年做了校长

刚来到学校时，映入陈红眼帘的

只有几十年前建的破旧教学楼，二楼

的楼板开裂导致灰尘往一楼教室掉。

学校周围都是泥巴地，陈红和孩子们

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时，上级准备将学校合并到中

心完小。为了保住学校，陈红和校长

走家入户，争取每一个孩子到校入

学，同时又到乡政府和教育局争取建

校项目。

2013年3月，学校老教学楼拆除重

建。周末，所有老师都早早收拾好东

西回家。而工程办却忽然要求学校周

一前必须搬出所有东西。陈红没有惊

动任何人，硬是一个人整整忙碌了两

天，顶着烈日把教学楼里的所有东西

一点一点搬到临时办公楼，甚至包括

架在半空的喇叭和电线。虽然腰像散

了架一样痛，但他顾不上休息，只是悄

悄地买了两张膏药贴上，又咬着牙给

学生上课。

“这是大家共同的事情，为什么

一个人忙，也不叫两个帮手呢？”当

校长知道这件事情后，既心疼又欣

赏地问他。年轻的陈红笑了笑说：

“大家已经回去了，再叫回来有些不

好意思。反正我年轻有力气，多干

点应该的！”

学校重建的日子，陈红从周一到

周五都要记下每天的施工日志，周末

要看看校舍修建的怎么样，有没有存

在安全隐患……半年后，学校教学楼

顺利竣工通过验收。

2013 年秋季开学，陈红被任命为

榔木小学校长，这年他24岁，成为该县

当时最年轻的校长。陈红感觉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

除了从未减轻的教学任务外，他

还想为学校多做一些事情。为了让学

校面貌焕然一新，除了硬化操场外，陈

红还主张在教学楼前修建花坛，并在

楼梯、走廊及围墙的空白处，打造以优

秀传统文化为主的校园文化。

“学校缺什么，想要什么，那就尽

力想办法争取。”陈红通过自己的努

力，向贵州大地公益基金会募捐到一

间价值7万元的多媒体教室，让山区的

孩子也有学习电脑的机会，这在全县

的乡村小学中此前几乎没有。

学 生 没 有 就 餐 处 ，就 向 上 级 争

取修建学生餐厅；没有体育设施，就

争取资金购买篮球架和乒乓球桌；

没有浴室，就找本村爱心人士募捐

修建；学校图书不够，也积极向外募

捐，目前已筹得 5000 册新图书；特困

学生家庭经济窘迫，他也帮忙找到

公益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进行长期

帮扶……

真想叫你一声“大哥妈妈”

大山里的孩子有的很脆弱，陈红

常常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和朋友，

在学习、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了让留

守学生也像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到家庭

般的温暖，培养他们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陈红常常给他们洗脸、梳头，教

他们刷牙，在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中，让孩子掌握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

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很强，由于缺

乏爱，他们的个性普遍孤僻。陈红专

门在学校开设了心理健康课，每周开

展一次心理咨询谈心活动，对部分问

题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切实化解

问题学生的心理问题。

同时，学校每学期都要举行兴趣

小组比赛活动，有跳绳、乒乓球、羽毛

球、踢毽子、丢沙包等，积极搭建留守

儿童的兴趣平台，丰富留守儿童的在

校生活。

陈红一有时间就与学生一起跳绳、

打乒乓球，尽量让孩子开心。有学生在

作文中写道：“陈老师，我真想叫你一声

‘大哥妈妈’，你关心我胜过我的爸爸妈

妈，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爱。”

为了动员辍学的孩子入学，陈红

骑着摩托车奔驰在通村公路上，深入

村民家中耐心宣传惠民政策，宣传义

务教育法，列举知识改变命运的实例，

动员家长送孩子到校。前几年，学校

学生的辍学率为零。

在陈红的班上，有个叫小茜（化

名）的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父母的

关爱，性格一直比较内向。陈红发现

后主动找小茜谈心，并在放学后给她

“开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

段时间的真诚沟通，小茜逐渐开朗起

来，学习的积极性也慢慢提高。

学生小琪（化名）的妹妹患上了白

血病，全家为治疗妹妹的病几乎倾家

荡产。为此，读四年级的小琪有了放

弃读书、减轻家庭负担的念头。了解

到这种情况后，陈红马上找到贵阳的

爱心人士对她进行点对点资助，小学

一年 2000 元，中学一年 4000 元，高中

和大学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直到她大

学毕业。从此，小琪放下了心理包袱，

安下心来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陈红所教的班级

学生平均成绩在全县同级同类学科统

考中每年都是前几名。

“我很喜欢陈老师，他是一个阳

光、幽默、善于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好

老师。”学生田夏雄说。

随着能力逐渐提升，有人建议陈

红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发展。而每次，

陈红都告诉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和

活得充满幸福感是最重要的，要尽毕

生之力让这里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

育，让他们有能力创造更好的生活。

用专业拓宽学生的眼界

电脑的一端连着大山，一端连着

外面的世界。

直到5年前，榔木小学才开设了电

脑课。3-6 年级每周一节电脑课教学

由陈红负责。

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电脑，都

充满了好奇。五年级学生田露说：

“自从上了电脑课，学到了许多知识，

感觉外面的世界真奇妙，我要努力学

习，一定要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精

彩的世界。”

为了让教师都能掌握信息技术，

陈红利用每周二的时间组织老教师学

习电脑技术。除了日常的事务性工

作，在课堂教学方面陈红一点也没有

松懈，有着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方法。

“新两基”的实施，助推了印江新

一轮学校的布局规划，陈红所任教的

学校变成了教学点，因工作需要他调

离了榔木小学，2017 年交流到刀坝小

学担任总务主任。尽管每天都要处

理许多琐碎繁杂的工作，他依然认真

为学生上课，完成相关教学任务。

同时在这一年，他做了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暑假期间陈红与爱心

基金会对接，带着7名从未走出大山的

孩子到深圳参加游学活动，让他们体

验坐高铁、坐地铁、看4D电影、参观博

物馆等城市生活。

学生杨麒麟激动地说：“第一次来

到大城市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以

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让自己

和家人过得更好。感谢陈老师带我出

来看世界，拓宽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

的见识。”

2018年，陈红又交流到黔江小学，

并于当年11月入选铜仁市脱贫攻坚群

英谱。他结对帮扶干部，宣传党的好

政策，讲述最近几十年老百姓生活发

生的变化，如村村通公路，组组通硬化

路，生病了有合作医疗，教育资助力度

大等，改变贫困户的思想。村民听后

的最大感受是，党的政策好，要懂得

感恩。

2016 年，“马云乡村教师奖”表彰

了来自全国 13 个省份的 100 名优秀

教师，陈红成为铜仁唯一获此殊荣的

教师。

今年2月，陈红入选贵州乡村名师

培养对象，并在 4 月由省教育厅授牌，

成立了陈红乡村名师工作室，共有 26

名成员。短短几个月，工作室以课堂

为载体开展了多次教学探讨活动，大

家相互交流，碰撞成果。

“在这样的团队活动中，我得到了

锻炼，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要来上探讨

课，进一步提高自己。”教师覃玉艳上

了一节探讨课后表示。

刚刚结束的 8 月，陈红入选 2020

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阔步前进。

“三尺讲台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岗

位，还饱含着无数孩子渴望的目光，更

重要的是寄托着我的梦想。”陈红深深

地感到奉献的人生才是美丽、幸福的

人生。

无论在哪所学校，只要认真教书，

对陈红来说，就是他遵从内心意愿选

择的人生，也让他在平凡的生活中闪

耀出幸福的光芒。

别人眼中的Ta

陈红：让孩子看到更辽阔的世界
□ 本报记者 钟 原

陈红，贵州省铜仁市印

江自治县龙津街道黔江小

学教师，贵州省乡村名师小

学数学工作室主持人，曾入

选铜仁市脱贫攻坚群英谱、

马云乡村教师奖、2020年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

计划等。

带着 7 名从未走出大
山的学生到大城市研学
开阔眼界，成立省级乡村
名师工作室，和乡村教师
一起成长，为学生的发展
助力。他就是学生口中
的全能老师——陈红。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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