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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在脱贫攻坚一线

喜德中学发轫于喜德县向

荣区老武装部（文昌庙）向荣小

学，是喜德教育的发祥地。然而

这所1958年就创办的学校，仍然

难逃贫穷闭塞带来的发展困境。

“我们和凉山州外的学校差

距太大，落后太多，出去开会都

觉得抬不起头。”勒革瓦铁说，前

几年学校一度处于低谷状态，老

师们也很自卑。但这几年，因为

当地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加上

脱贫攻坚机遇，学校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校舍、功能室、教师

周转宿舍等一应俱全，现代化的

校园建起来了，而师资成了显著

的短板。

于是，雷友胜支教的第二学

期，勒革瓦铁就给了他一柄“尚

方宝剑”：当督学，严查老师们的

教学“六认真”。这其实是个得罪

人的差事，但雷友胜充分发挥自

己较真的精神，认真监督和严

查，后来，他专门写了一份观察

报告送给校长，并附上自己的建

议。参考这些建议，喜德中学重

新修订了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制

度，提升自身水平逐渐成了每一

位教师的自我追求。

2019年，四川启动实施援彝

“第一校长”计划，进一步挖掘、

发挥支教教师的优势特长，从教

育综合帮扶队员中择优选任“第

一校长”。雷友胜被选为凉山州

首批“第一校长”，担任喜德中学

“第一校长”。“第一校长”的任务

是建强校级组织、推动教育扶

贫、打造特色校园、切实服务师

生、优化学校治理、推进课程和

教学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雷友

胜十分关心学校防疫工作。在确

认自身健康情况后，2月24日，他

就提前返岗，与学校其他领导一

起，研究、部署和落实防疫工作。

这期间，他主导拟定了喜德中学

《新冠病毒肺炎防控应急预案》

《“停课不停学”工作实施方案》

《校内住户健康承诺书》《开学复

课告家长书》和 10 个制度等资

料，还参与采购防疫物资，参与

各种复课演练工作。4月24日，喜

德中学学生顺利返校复课。

王珍和沈霓，是雷友胜结对

帮扶的两位教师，作为年轻老

师，他们经验有所欠缺。雷友胜

就细心地指导，他帮助王珍搞好

班级管理，指导她做好班级日常

工作。一年后，王珍老师被评为

学校优秀班主任。

沈霓是生物老师，刚刚参加

工作不久。雷友胜就手把手地带

她，经常和她研读课程标准，互

相跟班听课，一起观摩示范课，

课后两人一起结合课标和教材，

评课、议课、磨课。一年下来，沈

霓执教班级的生物学科教学质

量在喜德县名列前茅。

作为教育综合帮扶队的一

员，雷友胜还提出了“援彝献爱，

集智惠民”的口号，经常组织综

合帮扶队员深入彝乡农户，给家

长送去家教信息，给孩子送去辅

导书籍，给家庭送去关爱礼物，

续写新时代“彝海结盟”新篇。

现在，雷友胜在担任“第一

校长”的同时，还要负责学校办

公室的行政管理，外加当班主

任，上英语课，几乎是全校工作

量最多的老师。

“他就是冲锋第一、认真第

一、奉献第一的‘第一校长’。”勒

革瓦铁说，无论工作量有多大，

雷友胜的认真劲儿都不减。在他

看来，能把这些繁杂的工作认真

做到极致，就不负“全国优秀教

师”这个称号。

如今，雷友胜的支教帮扶时

间还剩一年，勒革瓦铁就已经时

常念叨：“舍不得你走了，不走就

好了！”

“杨小婷同学，快早读了，清洁区可要

抓紧时间扫哦！”一个女生慢悠悠地扫着榕

树下的片片落叶。回办公室时路过这里，我

就想跟她打个招呼。谁知这一招呼，她漫不

经心的动作变了，挥着手中的扫把，“哗啦

啦”秋风扫落叶般。一会儿工夫，地面干干

净净，人也没了踪影，好像也被扫把干净利

落地扫去了。

“吴荣光同学，上次作文，你可能是急

了些，字数没达到要求，有时间再补写，好

吗？”走出教室，恰好碰上迎面走来一位男

同学，我便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声。那男孩听

了满脸羞愧，耳根都红了，连声怯怯地说：

“老师，对不起，会抓紧时间补写的，下次不

敢这么马虎应付了。”

那时候，我刚接了高二一个班，听说原

先班风不怎么好，学生大多无心上学，思想

偏激，个性强烈。打架、恋爱，甚至跟班主任

发生冲突等现象屡见不鲜。前文提到的两

个同学就是个性叛逆的典型。这个班换了

两任班主任，都无法把班风理顺。于是，学

校领导急匆匆找到我，让我咬紧牙关接过

这个班。

管好班级，得先把班里面那几个有带

动作用的“风云人物”记住，先镇镇他们的

“威风”。我赶紧找来班级名单，向前任班主

任讨教班里相关的情况，摸清班里几位“风

云人物”的“老底”后，我便迅速开展工作。

才上了几节课，正津津有味讲课的我

瞥见了一个后进生昏昏欲睡，我立刻点他

回答问题。班里的同学都用惊讶的目光望

着我：这是一个很少被老师提及的同学，作

为新老师没几天就能直呼其名，不简单！他

弹簧似的跳起来，脖子涨红，努力回答我的

问题。尽管答案不是很令人满意，但看得出

来，他用心了。

在走廊上，在操场上，一见到班里的那

几位，我都不失时机热情地呼喊他们，像老

朋友一样。开始，他们有些不习惯，慢慢地，

他们开始愿意靠近我，跟我聊天，谈学习、

谈生活。哎，直呼其名效果不错，继续发扬。

我又把名单扩大到成绩相对落后、信心不

足的同学，也随时随地地呼叫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聊天。班里迟到、旷课的少了，上课

睡觉的少了，打架的现象也基本上消失了。

同事们都很佩服我，纷纷问我到底用了什

么绝招，很快就让学生这么服服帖帖。我也

莫名其妙：“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都

还没烧一把呢！”

正纳闷着，校长捧着一大堆材料，走过

来了，示意我跟他走一趟。有学生告状？我

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丝丝不妙。校长递过一

摞信件，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

“难忘的新班主任呀，在那个有点阴冷

的早上，我一点都不想看书，就想趴在桌子

上打个瞌睡。这种懒散的习惯已经养成多

年了，很多老师也习以为常，懒得理我。可

我们新班主任一进来，拍了我肩膀，亲切地

问了我的名字。我有些愣了：才两个星期，

我以为老师认不出我，也会像其他老师一

样漠然走开，但他没有。这样亲切呼唤名字

的声音，已经是多年没有听到。以前犯了错

误，老师也是泛泛地说那个同学要怎样怎

样做，过后便不再记得了，我感觉被老师遗

忘了，我也自我放松了。我这类同学是不会

被老师记住名字的。谢谢新班主任记得我

的名字，让我感觉到温暖。我会照着老师您

的要求努力去做，不会让班主任失望的。”

“以前的班主任都没能准确记住我的

名字，常常弄错。我每次都能混过去，可新

班主任来了，上次作业偷懒了一次，就被直

接点出我的名字了，下次我可不敢了，老老

实实学点东西。……”

这是学校例行开展的每学期学生对老

师和班主任的评价。一封封饱含真情的书

信摆在面前，像是一颗颗火红的跳动的心，

又像是一张张笑盈盈的脸。后来，每每接一

个新班，我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把全班同

学的名字记住，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并在

适当的时候呼喊他的名字。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含有特定的意

义，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是对他最基本的尊

重。想想看，老师手下学生数百人，学生常

常有这么一种心理：人数那么多，老师是不

会注意到我的，混混吧！一旦他的名字被记

住，他立刻感觉到老师每天都在关注着自

己的一举一动，自己不能再得过且过了，要

认真学习。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别人的肯定

和关爱，一旦获得，就会变成温暖和动力。

记住学生的名字，一个也不能少，这就

是我的绝活。

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
■ 莫景春

“第一校长”雷友胜
■ 本报记者 倪秀 何文鑫 陈朝和/文 陈朝和/图

5月20日，凉山州喜

德县中学校史馆开馆，从历

史沿革到文化传承再到校

友风采，让这所建校62年

的学校历史仿佛跃然眼前。

“我们这个校史馆，开了喜

德县的先河呀！”5月 27

日，喜德中学校长勒革瓦铁

骄傲地对记者说道。在这之

前，喜德县还没有一所学校

有专门的校史馆。

校史馆的陈列柜里，有

一 枚 最 新 的 奖 章 ——

“2019年全国优秀教师”。

这枚奖章的获得者是雷友

胜——达州市渠县土溪镇

第二中心学校副校长。

2018年6月，雷友胜作为

援彝综合帮扶队一员，来到

喜德中学支教，2019年成

为喜德中学“第一校长”。这

所校史馆也是由他主要负

责策划和落实建成的。

渠县土溪镇第二中心学校

与喜德中学相距近 800公里，如

果不是援彝支教，可能雷友胜这

一辈子也不会来到喜德中学。

2018年 5月初，为支援凉山

打赢脱贫攻坚硬仗，四川省委决

定在前期选派 2000 余名帮扶干

部的基础上，再新增派一批精兵

强将驰援凉山，对口帮扶11个深

度贫困县。2018 年 6 月，雷友胜

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到凉山

州进行为期 3 年的综合帮扶工

作。从申请通过到抵达岗位，前

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综合帮扶队是特殊时期的

特战队，是攻坚前沿的突击队，

是各领域重要岗位的能手，是操

作层面的高手，是执行能力强的

好手，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这

是凉山州委对综合帮扶队寄予

的厚望。到达凉山后，培训会上

听到的这些话，让雷友胜至今记

忆犹新。

“学校缺什么科目老师就给

我安排什么科目吧！”一到喜德

中学，雷友胜就向校长表态，希

望帮扶能真正帮到学校所需。雷

友胜是以生物教师的身份来到

喜德中学支教的，勒革瓦铁为了

让他发挥所长，仍旧安排他上生

物课。一年后，因为各种因素，学

校缺英语教师，正在勒革瓦铁犯

愁时，雷友胜站出来了，“我来上

英语课！”

为了上好英语课，一有时

间，雷友胜就刻苦钻研，请教有

经验的英语教师。他积极营造班

级学习氛围，搞演讲比赛，激励

学生拼搏；英语课讲求“听说读

写”，他一有时间就搞听写，并认

真批改学生作业。一学期下来，

他凭借严谨的教学态度、科学的

教学方法以及幽默的教学风格，

赢得了师生的高度认可，所带的

两科教学质量也获得全县第二

名的好成绩。就这样，雷友胜成

了一名会教英语的生物老师。

与内地学生相比，有的彝族

学生在行为习惯上欠缺自律性。

做过班主任的雷友胜根据以往

经验，以身作则，每天早上最早

来到教室，最晚走，没事就在办

公室备课、改作业，学生随时可

以找他。对家庭困难的同学，他

时常关心或资助；夜里有学生生

病，他第一时间赶到，送学生去

医院，垫付医药费。他的行为，学

生看在眼里，很快就认可了这位

外来的老师，并自觉向他学习，

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也

学习他乐于助人的品质。

帮扶更重要的是“造血”。经

过半年多的观察，雷友胜发现当

地教师做教学科研的氛围不是非

常浓厚。他主动带领老师们申报

了两个课题。同时，他牵头进行教

学调研，撰写调研论文《喜德教育

滞后的根源与对策研究》，就喜德

振兴教育的现状、根源和对策，为

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由于离家太远，平常，雷友

胜很难有机会回渠县，家人也从

未来过喜德，甚至白天从不与家

人通电话。2019年，一放暑假，雷

友胜就邀请母亲和妻子来喜德，

感受一下彝风彝俗。可她们刚到

喜德，雷友胜就得知：喜德县第

二届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作文

化培训班要在学校举办，外地老

师基本都回家了，现在缺人手。

“我来帮忙，我来服务！”没有多

想，雷友胜立刻终止已有的安

排，开启连续 15天的培训工作，

担任一个培训班的班主任和授

课教师。

“哪里需要到哪里，帮扶要

帮在刀刃上。”这是雷友胜加入

援彝综合帮扶队时默默许下的

诺言，也是他在喜德的行为准

则。

“哪里需要到哪里，帮扶要帮在刀刃上”

冲锋第一、认真第一、奉献第一的“第一校长”

雷友胜给喜德中学学生上英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