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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才从事少儿美术教育工作 37

年，把一颗赤诚的心和一辈子的时间都献

给了美育事业和无数学生。他被誉为“大

凉山上传播美的人”，爱好美、发扬美、传

播美是他一生坚持做的事。他在省内率先

推广应用教学简笔画和常规电教手段，受

聘为省第一、二届艺教委员，辅导学生创

作的上千件儿童画在各项展（赛）中入选

获奖，上百件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1979 年，黄文才被授予四川省首批特级

教师，是当时凉山州的第一位美术特级教

师，后又获得四川省劳模、省十大优秀园

丁的光荣称号，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专家。

这些荣誉的后面，是黄文才对美育工

作和学生付出的心血。

无论是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黄文才

都积极参与省、州、市中小学幼儿教师教

学技能的教学辅导培训等工作，应邀到西

昌阳光学校、西昌市五小、州二幼等学校、

幼儿园，为青年教师进行剪纸艺术技能培

训。2019年4月，他被聘为西昌市一小美

术尚美工作坊名誉坊主，帮助学校的艺术

教育寻求自身特色，使学校艺术文化从根

部渗透与散发。此外，他还为近百所州市

县学校美化校园艺术墙，为多部民族教材

绘制封面插图。近年来，黄文才更是以高

龄投入到教育扶贫工作中，为凉山州“学

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设计绘制宣传图标、

图片，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设计图标，

2020年初，他大病初愈，就出现在脱贫攻

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中，教授螺髻山

农村彝族妇女剪纸技能。

怀平常心，成非常事，无论是工作时

的勤勉，还是退休以后将艺术之美传承给

学生以及年轻教师，黄文才都做到了亲身

倡导并实现美的教育，美化育人环境，创

建美育阵地，在大凉山播撒美的种子，为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他培养的很多彝族学生成长为优秀

艺术人才，如活跃在绘画、雕塑界的阿木

古哈，凉山州民族中学美术教师曲木日伙

如今依然时常向他求教教学心得。

黄文才的妻子易淑萍，和丈夫一起在

凉山从教近 30 年，她多次获得昭觉县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党员表彰。时至

今日，很多学生仍然记得他们夫妻二人在

学校中的点点滴滴，如黄文才用背带背着

小女儿，怀里揣着奶瓶，在寒风中的操场，

站在凳子上为学校画墙画的情景。

学生付华记得昭觉的冬天非常寒冷，

茫茫大雪中，土砖砌成的教室四处透风，

但教师里的火炉给了他们许多温暖。因为

易淑萍每天都会提前到教室把火炉烧好。

她还经常自己拿钱出来给同学们买作业

本等。班里50多个学生，就在易淑萍妈妈

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在大凉山，这对教师夫妇从来没有因

为生活的艰难而懈怠工作，他们在工作上

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生活上相依相伴，使

这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充了温馨，培养了家

人踏实乐观、坚强向上的品质，也让后辈

对教师这份职业充满了向往。

女儿想养猫，我嫌麻烦，不想养，但经

不住她的软磨硬泡，答应了。但约法三章，

喂猫、铲屎这些活儿我们绝对不会沾，全权

由她负责。

猫是从宠物店里买的，花白的毛，圆圆

的脸，样子乖巧呆萌，因为胖得像一个球，

女儿就给它取名“球球”。女儿觉得把球球

关在笼子里可怜，开始放养。哪知道它一

出来就干坏事，在沙发上排泄。我一看见

当场气晕，喊女儿赶紧清理，把猫关起来，

把沙发套塞进洗衣机里。

过了几天，女儿心想球球应该熟悉环

境了，不会再闯祸了吧，又把球球放了出

来，这一次，球球还是不长记性，跳到床上，

在我刚洗过的被子上撒尿，我气得嚷嚷着

要把猫送走。女儿以为养猫简单，哪知道

吃喝拉撒这么麻烦，但自己承诺过负责，只

好跟着打扫“残局”。

球球被关在笼子里，总是一副无精打

采的样子。先生见了，便想出一个主意，买

来一根牵引绳来，把猫系在猫笼上，这样，

猫又不会随便乱跑，又可以多些活动的空

间，可以随意在窗台上走动。球球有了自

由很开心，上蹿下跳，在窗台上赏花看月

亮，而女儿也因为球球终于有了自由很开

心，我也松了一口气，每天叮嘱女儿喂猫、

铲屎。女儿并不想做这些，又有些无可奈

何。

家里养了小动物，虽然难闻的气味在

所难免，但生活气息还是扑面而来。女儿

一放学就去看猫，先生也常常跑去逗猫。

球球成了开心果，有鱼的时候，两个人争着

抢着喂猫，逗猫儿打滚、蹦跳，看到他俩的

高兴样儿，我嗤之以鼻：不就是一只猫嘛。

两个月后，女儿跟我说要把猫送走。

女儿说：“这猫屎太臭了，铲屎这活儿我不

想干了。”而且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她要全

身心地投入到考试中。她说她的同桌想养

猫，明天会带着家长来我们家看猫。我喜

上眉梢，心想终于可以不再受那难闻的猫

屎味儿了，也不用半夜被猫挠柜子的声音

惊醒了，真好。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那一晚，我睡得极其安稳。第二天一

早，女儿去上学，再次提起送猫的事，让我

把剩下的猫粮、猫砂整理一下，让那家长全

部带走。我听了，望了一眼一大早就趴在

电脑前画图的先生，想到以后他再也没有

起身去逗猫的乐趣了，便叹了口气，轻声地

说：“还是把球球留下吧，这铲猫屎的工作，

我来做吧。”

女儿惊喜极了：“妈，难不成你对球球

有感情了？”我摸了摸她的头，回答：“给你

爸留着吧，有球球在的时候，他会多起来走

动走动，你看他和球球玩的时候多开心呀，

你没有了球球，说不定会特别想念它呢，再

说，养了这么久了，我也对球球有感情了，

我们就当养一个‘快乐’吧！”

女儿听了，高兴地抱住我，快乐得像一

朵花一样。小小的她应该会懂得了，爱比

麻烦更重要。

自从甲状腺做过一次手术后，

我的嗓音已不似从前那般洪亮有

力。每次大声地讲完一堂课，嗓子

就会嘶哑难受。随手带上一个杯

子，保持一节课喝一杯水，已经成了

我的一种习惯。

这两天学生有点吵闹，我的声

音自然也随之提高了几十个分贝，

大有“东风必定压倒西风”之势。中

途，我突然发现自己“失声”了，我竭

力想提高嗓门，可我无论如何使劲

儿，我的嗓音都无法从喉咙中蹦出

来。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学生面

面相觑。过了很久，我终于听到了

从胸腔发出的微弱之声。就这样，

我吃力地坚持讲完了一堂课，有些

许恼怒，心想，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

太不懂事了。

第二天，第一堂就是我的课，经

过走廊，我听到教室整齐的朗诵声，

学生正背诵古文，每个人都很卖力，

更像一场表演。待我走上讲台，背

诵告一段落。学生齐刷刷地盯着

我，满眼的关心。我开讲了，讲得很

轻松，也讲得很带劲。这堂课没人

走神，没人讲小话，没人打瞌睡。

一个月后，一次下课，班里一个

男生走了过来，“老师，您辛苦了，有

个小礼物送给你。”这是一个腼腆的

学生，平时少言寡语，父母都在武汉

工作，把他一个人留在老家。他有

时显得很孤独，也比较情绪化。记

得一天晚上，班上进行周考测试。

收卷后，我发现他除了写完一篇作

文，基础卷基本是空白。我劈头盖

脸地批评了他，已经长得高高大大

的男孩子竟然抽泣起来。很想爸

妈，有时想搞学习却没有动力，努力

过收效甚微。……在我的开导下，

他倾诉了种种情绪。是的，他还是

个孩子，有孤独的时候、有任性的时

候，也有丧气的时候。那天，我暂时

放下了自己火爆的脾气，安慰他、开

导他、鼓励他。慢慢地，我发现他开

始能沉下心来，开始认真地背书、答

题，脸上也有了帅气的笑容。

“老师，看到其他老师上课都用

扩音器。您总是嘶哑着嗓子讲课很

难受，我买了这个送给您。”他把一

个精致的扩音器放在我的办公桌

上。真是个有心的孩子，顿时，一股

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谢谢你的有

心，老师有扩音器，只是不想用。”男

生疑惑地看着我，“你们现在是大孩

子了，不需要老师整天吼吼嚷嚷，我

相信自己的声音足够响亮。再说，

它会对我的耳膜造成不适。你的心

意老师领了，把它退了吧，不要克扣

自己的生活费。”果真被我言中，他

省吃俭用了一个月网购了这款扩音

器。

后来，我推心置腹地和学生谈

了一节课。老师就如同环形轨道上

的一个球，绕着起点奔向终点，周而

复始。每毕业一届，学生脱离轨道，

老师还在无休止地转动且永远保持

期待。或者就像一个二胎妈妈，总

是对下一个充满无限期待，但当我

真的生下老二，才发现每个孩子都

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

学生毕竟是一群孩子，偶尔的

懈怠可以理解。当我气馁的时候，

想想自习课后，他们为我倒满整杯

的热水，真诚地说：老师您要多喝

水；想想他们因偶尔驰骋球场而忘

了交作业，主动递上戒尺，老师您打

我吧，不会有下次了；想想运动会

上，他们热情地呐喊，整个班级拧成

一股绳，为取得的成绩欢呼雀跃，再

多的怨气也会烟消云散。所有老师

都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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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世家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教育世家名单，四川省教育系统有5个家庭上榜。

据了解，此次推选的100个教育世家，是全国教师家庭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畏艰苦、迎难而上，

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师德师风高尚，将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相结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传

承淡泊名利的坚守；教学业绩突出，长期耕耘在教育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在人才培养、教育研究、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作出重要贡

献；接力从教奉献，治学严谨、齐家有方，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在家庭和学校树立为学、为事、为

人的示范。

今天，我们为您讲述西昌市第一小学退休教师黄文才一家的教育故事。

3代人5位教师

扎根大凉山
传播美 传递爱

黄文才的大女儿黄涛，教龄33年，是西昌

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礼仪高级教师，曾获四川省

优秀教师、凉山州优秀班主任、西昌市教学能

手等光荣称号。

黄涛担任班主任的 2003 届幼教班被评为

四川省先进班集体。该班学生参加凉山州首届

职高生专业技能比赛，多个学生获奖，黄涛获

得教师指导奖。这个班里共有29名彝、回、汉族

姑娘，很多来自木里、盐源、金阳、雷波等偏远

县市。一次，班里学生小吴突发急病，父母赶不

及来到西昌。黄涛及时将其送往医院住院治

疗，并垫付了医疗费用。小吴住院期间，黄涛和

班上同学对她关怀备至，轮流到医院照顾她。

小吴父母知道女儿生病康复后，非常感动，特

意带上一大口袋自家种的花生来到学校，连声

称赞这个班的老师和同学们真好。

黄涛还是第一个获得凉山州第一个高级礼

仪教师职称的人。在中职学校的礼仪教学中，她

注重结合专业特色，理实一体，深受学生欢迎。有

学生在周记中写道：“刚进中职时很自卑，不敢告

诉别人自己是中职生，但现在我为遇到了黄老师

这样良师益友般的老师而感到幸福，您常以幽默

轻松的方式传递给我们懂得健全人格，坦然面对

压力和挑战的重要性，使我明白了：成功的路不

止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自己脚踏实地努

力去做。谢谢您，黄老师。”

黄文才的二女儿黄静，凉山州机关第二幼

儿园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首届幼儿

骨干教师、四川省教学名师。黄静情倾幼教，矢

志不渝，在大凉山的学前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33年。

黄静工作踏实认真、勤学善思，教学及教

科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2005年，她主研的课

题《开发彝族民风俗资源，促进幼儿对不同文

化的理解》，通过对彝族民风俗资源的收集整

理、挖掘重塑，运用于教学中，归纳总结出可供

广大教师使用的教学内容和可借鉴的教学模

式，荣获四川省政府第三届普教教学成果二等

奖，她主研的另一省级课题《民族地区学前幼

儿学会普通话的有效策略实践研究——以凉

山州为例》荣获2020年省教育科研课题阶段成

果一等奖；制作教学范画50余幅，发明抽取式

教具，取得良好的推广效果；长期担任青年教

师的培训及跟班指导工作，很好地发挥了传帮

带的作用。

近年来，黄静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基础工

程——“一村一幼”的建设以及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在凉山州启动实施的“学前学会普通

话”行动试点工作中，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

大凉山孩子接受更好教育，挥洒着激情与汗

水。

2015年，凉山州启动“一村一幼”计划，黄静

积极参与“一村一幼”辅导员用书的编写工作，为

准确把握教材编写的精神实质，提升教材的针对

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她与编写组成员一起深入

到凉山州深度贫困县幼儿园实地调研。根据调研

情况，围绕“促进彝区学前儿童汉语口语发展和

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指导思想，夜以继日连续

作战，与编写组成员精心编写出符合学前儿童发

展规律和彝区儿童实际情况，集知识性、趣味性、

实用性为一体，内容高度整合、渗透并巧妙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春秋季辅导员用书。同

时，黄静担任凉山州“一村一幼”辅导员州级岗前

培训工作，进行了6批次3000余人次辅导员普通

话培训。此外，她还深入贫困县村级幼教点，对环

境创设工作进行帮扶指导，引领带动“一村一幼”

校园文化建设。

2018年6月，黄静被抽调到凉山州学前学

普办，具体参与凉山州“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试点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宣传等工作。3

年中，黄静走遍了全州17个县市，到300余所幼

儿园、村级幼教点开展调研、督导、培训等工

作，常常是刚从县上回到家中，还没来得及打

开行李箱，接到任务又奔赴到另一个县，“白加

黑”“五加二”是常态，几乎没有休过完整的周

末和节日。黄静孜孜不倦的工作热情和无私奉

献的敬业精神带动凉山州学前学普办形成积

极向上、吃苦耐劳、奋发作为的良好风气，在全

州的学前学普工作中起到榜样先锋的示范作

用。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学前学普行动项目

组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黄文才的外孙李盛锋2018年7月大学毕业

后就应聘到西昌现代职业技术学校见习并担

任英语教师。在这个教师家庭的耳濡目染中，

他很快进入到教师的角色中，热爱学生，热爱

教育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们的好评。

2019年，他在凉山州中职学校教师能力比赛中

获得二等奖。之后，李盛锋通过教师公招考试

来到西昌市兴胜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今年6月，

他因参加全市防灭火宣传值守工作表现突出，

获得西昌市教体科系统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先进个人的表彰。虽然还是教育战线的一名新

兵，但外公、外婆、妈妈、姨妈的教育情怀已经

深植在李盛锋的内心，相信在日后的工作中，

他一定会把这个教师家庭对教育的热爱、对学

生的关爱传承下去，传递给更多的凉山孩子。

2018年，李盛锋大学毕业后，也跟随外公黄文才、

外婆易淑萍、妈妈黄涛和姨妈黄静的脚步，走上了光

荣的人民教师工作岗位。如此，黄文才一家三代共走

出了5位教师。这一家人扎根凉山，矢志不渝，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兢兢业业，以忠诚、敬业、爱

心、真情践行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无

悔誓言，深受学生、家长的喜爱。

黄文才：大凉山上传播美的人

本报记者 郭路路 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黄静和彝族孩子在一起

黄文才（右四）指导学生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