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上‘扶智’，精神
上‘扶志’，品行上‘扶德’，
心理上‘扶健’，黄慧伶放
弃深造的机会，带着接过
爷爷教鞭的誓言和改变大
山孩子面貌的决心，在大
山里坚守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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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伶：让教育之光洒遍千山万弄
别人眼中的Ta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黄慧伶，壮族，中共党

员，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

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英

语教师、少先队大队总辅

导员，2019 年被评为“河池

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教

育部 2020年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

2009年9月1日，开学第一天。

怀揣着对教师职业的美好向往，

刚刚通过选拔的特岗教师黄慧伶拖着

大箱小箱，来到即将从教的广西河池

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

眼前的情景却让她感叹，这真的

是一所乡镇学校吗？每个教室只有一

块黑板、一盒粉笔，教师宿舍是两排低

矮的土瓦房，缺胳膊少腿的学生旧课

桌成了教师办公桌，全校教师没有一

台电脑，上厕所要到公共卫生间……

天生爱笑的黄慧伶哭了，种种无

法言说的情绪涌上心头。很难想象，

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年轻姑娘，如何

适应这现实的落差。但黄慧伶是带着

接过爷爷教鞭的誓言来的，是带着改

变大山孩子面貌的决心来的。

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落后的教

学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所有困

难都被黄慧伶当成了动力。她义无反

顾地留了下来，11年过去了，从来没有

离开过。

“大山的孩子给了我教
学的勇气”

黄慧伶毕业于师范院校英语教育

专业，刚到学校，科班出身的她就成了

香饽饽。从教的第一个学期，她接手

了不同年级的7个班英语课。

直到现在，黄慧伶仍然清晰地记

得初为人师的第一节课。“走上讲台，

台下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你，农

村孩子特有的纯真眼神布满了对知识

的渴望，就像焦渴的大山在期盼雨

露。”黄慧伶说，大山的孩子给了自己

教学的勇气。

每次上课，黄慧伶都是有“备”而

来。她不但备教材备教法，还备学生，

面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学生，教学

目标和教学方法也不相同。

“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注重培养学

习英语的兴趣，训练学生认读单词的

能力，放手让他们模仿教材书写单词；

五六年级学生，重点在于保持持续不

断的学习兴趣，同时加大听写单词的

力度。”说起自己对于学生的“区别对

待”，黄慧伶话语中难掩自豪。

一个学期下来，许多学生能用英

语进行简单的对话，第一次学会用英

语写出常见的动物和植物的名字，第

一次用英语教爸爸妈妈数数……

家长和同事都服了，但黄慧伶对

于教学的钻研从未止步。学校由于英

语师资力量缺乏，身边可以请教的同

事较少，她就上网搜索名师公开课，网

上“拜师学艺”；只要有机会外出参加

英语培训，她总是认真听课、虚心学

习、勇于提问，学习他人的优点，克服

自己的不足。

黄慧伶还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教

研教改活动，坚持听课评课，每学期平

均不少于 20 课时，同时学习运用高效

课堂教学模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公开课听多了，名师展示课看多

了，我也摩拳擦掌，开始代表学校进行

英语公开课展示。”黄慧伶说，课改使

她明确了英语课该教什么和怎么教。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都

阳镇中心小学学生的英语成绩均排在

全县同类学校前列，许多学生进入初

中求学后，仍然与黄慧伶保持联系，学

习英语的热情一如当初。

让缺爱的心暖起来

大化瑶族自治县拥有世界罕见的

喀斯特地貌，千奇百怪的石头遍布千

山万弄，多石少土的逶迤群山让大化

经济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成为深度贫

困地区。大化县所属的滇黔桂石漠化

片区，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用水和耕地的严重匮乏，困扰

着这片土地的人民，成年人只能外出

打工维持生计，许多孩子因此成为留

守儿童。

“我们学校有许多留守儿童，这是

一群缺乏‘爱’的孩子。”看着一个个留

守儿童，黄慧伶在心里思索：爱是什

么，如何把爱给予他们。

在与学校领导、同事交流后，黄慧

伶找到了答案：爱是关心、爱护、鼓励

和陪伴，爱还需要传递。

9 岁学生小芳（化名）来自一个母

亲改嫁、父亲外出打工的贫困单亲家

庭，平时由爷爷奶奶照顾。好在小芳

性格活泼、阳光纯真，成绩优秀，似乎

不受父母不在身边的影响。但有一

次，小芳的一句“妈妈不要我了，爸爸

也不在”深深刺痛了黄慧伶的心。

此后，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来

自黄慧伶的专属呵护始终伴随着小芳

的成长。

课堂上，需要朗读单词和句子时，

她会用眼神示意小芳勇于展示自己；

课后，只要小芳遇到不懂的难题，她会

耐心细致地解答；课余，她鼓励小芳参

加学校举行的各种比赛和县级讲故事

比赛……黄慧伶还特意送给小芳一面

小小的镜子，希望她脸上永远洋溢明

媚的笑容。

慢慢地，小芳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每个学期的学校表彰会总是少不了她

的身影，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少先队员等荣誉称号让她享受着成长

的喜悦，也融化了她冰冷的心。

学生需要爱，教育呼唤爱。校园

里，可爱的笑脸越来越多，黄慧伶也在

一句句的感谢中收获着为师的幸福。

“黄老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留守

儿童，还走进了他们的心。”说起黄慧

伶的种种暖心之举，都阳镇中心小学

校长班坤不吝赞美之词，“对于留守儿

童来说，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学习，更重

要的是要在生活上帮扶，黄老师给予

了他们最大的帮助——学习上‘扶

智’，精神上‘扶志’，品行上‘扶德’，心

理上‘扶健’，让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

发展”。

筑牢民族的根和魂

“这次参观让我受益匪浅，以后还

来吗？”

“下次我要带爸爸妈妈和弟弟妹

妹一起来！”

听着少先队员发自内心对红色文

化的赞叹，黄慧伶感慨自己做对了。

2012 年，黄慧伶通过广西教育厅

特岗教师专项考核继续留校任教，由

此扎根大山至今。2015年9月，黄慧伶

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后，便开始思

考如何培育新时代有为少年。

黄慧伶的做法是以“传承红色基

因，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开展《红色

传奇》系列活动。引导少先队员重温

历史，了解革命先辈为实现民族独立

与解放的梦想英勇奋斗的精神，从而

提高少先队员的自主学习能力，拓宽

视野，增强社会实践体验。

于是，校园里的都阳土司革命系

列文化墙成为少先队员驻足流连最

多的地方，以红色文化为主线的校园

文化，让少先队员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校园外，通过开展班级“红色足

迹”实践活动，进行红色文化熏陶，让

少先队员深受鼓舞，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

看着奋发向上的少先队员，黄慧

伶心里甜得像喝了蜜，她深知要让少

先队大队管理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必须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突破

口在于培养、建设一支有魄力、责任心

强的少先队员队伍。

黄慧伶的秘诀是，大胆选用调皮

好动但能听从教导、乐意为同学服务、

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学生担任队委，而

她要做的就是根据队委的特长和个性

分配任务。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传统

节日，是每年学生最开心的节日之一，

更是大队委大展身手的好日子。

2019 年 4 月 4 日一大早，都阳镇

中心小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气氛。操场这头，特色手工展正热

闹上演，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炫耀”

着自己的彩蛋，食堂师傅不甘示弱，

推出五香糯米饭引来阵阵掌声；操场

那头，不时传来阵阵欢呼，原来学生

和家长在为教师表演的竹竿舞鼓劲喝

彩；过了一会儿，校园里响起动听的

歌谣，民族歌谣拉歌赛开始了……所

有人都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节日的

快乐。

学生说，我们玩得很开心！家长

说，这活动真好！嘉宾说，你们做得非

常好！

而这离不开大队委和少先队员的

精心策划、细致落实，听着大家的夸

赞，黄慧伶也开心地笑了。

“只有在学生心中筑牢民族的根

和魂，他们才能脚踏实地走向未来。”

说起自己为何要将红色文化、民族教

育等融入少先队员的教育中，黄慧伶

这样说。

点燃大山孩子的希望之光

“能不能不下课了！”

“下节课继续上音乐吧！”

“老师，下周您还来吗？”

回忆起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节音乐

课，黄慧伶乐成了一朵花，眉眼间流淌

着满满的幸福。但在 6 年前刚踏上走

教之路的时候，她那颗忐忑的心久久

不能放下。

2014年9月，为了推动农村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都阳镇中心小学结合村

小实际情况，决定建立教师流动机制，

实行学科走教模式，帮扶村小将音乐、

美术等学科开起来，黄慧伶被选中担

任忠武小学和双福小学的音乐教学

任务。

“得知消息后，我也有过犹豫，甚

至想过退缩。”黄慧伶的担忧不无道

理，本来就与在县城工作的丈夫两地

分居，由于两岁多的孩子无人照顾，她

每天要在县城和学校之间两地跑，来

回的路程就是 50 公里，再往山旮旯里

走离家就更远了。

“你眼里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了，

天天加班，好像学校是你的一样。”黄

慧伶的丈夫嘴上也难免抱怨，但还是

在行动上支持她走进大山给孩子上

课，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注意安全。

有了家人的支持，黄慧伶一次次

向大山走去。

为了让学生学好音乐，她努力备

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

黄慧伶的付出也换来了回报，上

完第一节课，学生们把她团团围住，你

一言我一语不让她离开。

“校园里气氛活跃起来了，学习氛

围也浓厚了！”忠武小学校长覃国德动

情地说，黄慧伶给孩子带来了最美的

歌声和鼓励。

其实，从教以来，黄慧伶一直在路

上，支教只是她行走路途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黄慧伶除完成自己的教

学工作任务外，还与同事一起深入到

各村小做好教学视导调研工作，足迹

踏遍全镇的每一所学校，与各校教师

一起研究学校常规管理、教育教学研

究、教育科研等方面工作，提出了一系

列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对于如何帮助和促进村小教师的

教学工作，黄慧伶总结自己有三大“法

宝”：一听、二看、三总结。

“不定期听课堂教学，定期看备课

笔记、作业批改，开学生座谈会了解总

结教师的教学情况。”黄慧伶最得意的

是，通过三大“法宝”的有效运用，消除

了村小教师不写教案的现象，“如今人

人课前钻研教材，仔细备课，形成了良

好的教育教学氛围”。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黄慧伶忙碌的身

影更是频频出现在崎岖的山路和贫困

户的家中。

都阳镇位于大化县石山地区和丘

陵地区交界处，为半石山半丘陵地貌，

壮汉瑶为主多民族杂居，人均耕地面

积仅0.5亩，2015年全镇精准识别建档

立卡贫困户总数为 1362户 5465人，是

一个典型的贫困镇。

从 2017 年 9 月开始，都阳镇中心

小学教职工开始加入扶贫队伍，黄慧

伶目前点对点精准帮扶两户贫困户。

帮 助 农 户 申 请 低 保 、鼓 励 他 们

走出大山打工贴补家用、引导种养

致富……除了做好日常帮扶工作，

考虑到帮扶家庭孩子较多，黄慧伶

发动身边朋友捐衣物、学习用品和

玩具，每到周末和假日，她就提着大

包小包往贫困户家里走。

在平时的日常教学中，黄慧伶也

念念不忘扶贫。一天早上，学生们正

在通过自由抢答、接龙、比一比等游戏

形式学习新单词，所有学生都乐在其

中，唯独一向认真上课的阿东（化名）

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

课后，黄慧伶了解到阿东来自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早上父母因为没

有钱交水电费吵了起来，阿东也没有

钱吃早餐……经过走访并征得学校

同意后，黄慧伶帮助阿东提交材料申

请了“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助

学金”。

黄慧伶帮助过的像阿东这样的孩

子还有很多。

采访之际，黄慧伶透露了一个秘

密：大学毕业时，她放弃了学校仅有的

3 个专升本机会，选择走进大山从教，

从此没有离开。

当记者问她是否后悔时，黄慧伶

坚定地回答：“这是我的人生选择，无

怨无悔。”

11 年来，黄慧伶也在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这句话的分量，她在大山深处

的教育热土上，播撒下希望的种子，点

亮一个个大山孩子的未来，帮助一个

个孩子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她是一位有“心”的老师
黄慧伶有心、用心，还有一颗巧心。

面对性格各异、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她耐心想办法，有条不紊

组织学生互助互学，实施分类教学，取得优异的教学成果；面对留守

儿童，作为少先队辅导员的她，用爱心关爱他们的学习、生活，让他

们感受到学校温暖的关怀，让他们笑逐颜开；面对贫困户令人揪心

的处境，作为帮扶干部的她，想方设法做好贫困户的思想工作，用心

帮他们谋划脱贫之策，尽心尽力助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确保在奔

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教师 黄炳成）

她是一位耐心的老师
她是个可爱的女人，身材微胖，圆圆的脸上常常泛着红晕，水灵

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红红的嘴唇

弯起来时，旁边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很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可

爱得像个洋娃娃。

她教英语时，会以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配合，讲课的时候语言生

动有趣，同学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课。下课时，有不会的单词或题目，

大家都会去找她，她也会笑着迎接我们，耐心地辅导。做少先队辅

导员时，她也会耐心地教导，“第一次做不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她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只要我们做对了做好了，黄老师就会毫

不犹豫地表扬“真棒”“好”。

因为有她的耐心教导，优秀的升旗手、主持人、播音员变得越来

越多，学校也变得越来越好，这都是她的功劳啊！

她叫黄慧伶，我最喜欢的黄老师。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六（1）班学生 利采儿）

黄慧伶与学生在一起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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