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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安徽省

芜湖市鸠江区汤沟中心小学的校园失

去了往日的喧嚣。校长夏静独自漫步

于校园，构思着合校后的系列事宜。

她的家离学校很近，每天很早到校已

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

夏静的丈夫，同为校长的邹文军

多年来也养成了每天很早到校的习

惯。只不过他的学校是在 7 公里外的

三汊河中学。

夏静、邹文军这一教育世家，没有

轰轰烈烈的大动作，没有影响深远的

大事件，没有引领行业的大成果，一切

都是那么朴素、平实……

家族精神孕育教育哲学

10 岁左右，夏静就确立了当教师

的职业梦想。这样的教师梦是有代际

传承的。

早在解放前，夏静的外公曾在私

塾教书，解放后成为“识字班”的一名

教师，后来又到村小当教师，遗憾的是

4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

受父亲影响，夏静的母亲 20 世纪

50 年代小学毕业考上了“初师”，毕业

后在无为县牛埠小学教书，后由于政

策原因在农村插队。因为喜爱教师职

业，夏静母亲又主动回到牛埠小学教

书，但身份是民办教师，每个月只有十

几元钱的工资，并且不能按月发放，而

是到年底由村大队支付。

夏静的母亲热爱教育工作，始终

奉行“当日事当日毕”，每天面批完所

有学生的作业才下班，处处与人为善，

深受学生及家长的爱戴、尊重。夏静

上小学一年级时，母亲也是她的启蒙

老师，每天母女俩一起上下学。这让

夏静 1983 年初中毕业时就认定“要做

一名像母亲一样受人尊敬的教师”。

当年，作为班里的尖子生，夏静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无为师范学校。毕业

后，夏静被分配到汤沟中心小学任教，

一干就是34年。

1989 年，夏静与同在汤沟中心小

学工作的邹文军结婚。邹文军的家庭

情况与夏静高度相似，三代从教，父

亲、姑姑、哥哥都是教师。

在邹文军撰写的家谱中，有这样

一段对祖父及父亲的描述：“祖父邹春

浦曾就读私塾，饱学诗书礼仪，方圆数

十里德隆望尊，20世纪 50年代新政伊

始，地方人才匮乏，受邀有司主持乡

学，泽披一方……父亲邹广荣 20 世纪

70 年代县学师范毕业，响应‘社来社

去’号召，辞别优渥，扎根乡野，辗转贫

瘠，先后主事多所学校，培养人才无

数。父亲倾力教育，殚精竭虑，未到古

稀，抱憾离世……”

夏静与邹文军结婚时，公公邹广

荣就在汤沟小学做校长。他关心每一

个学生，尤其对有辍学倾向的孩子高

度关注。邹广荣要求所有班主任一旦

发现有类似情况的孩子，要第一时间

向他报告。他下班后逐个家访，不知

劝回了多少学生。

2010年邹广荣去世，他教过的学生

纷纷来家为老师送行。当时来的学生

人数远超出了亲戚朋友，不是社会名

流，仅仅是一名老师，却受到这么多人

的尊敬、爱戴，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夏静、邹文军这个教育世家虽然

没有显性的文字化的家风传承，但面

对记者“如何用一句话来描述你们家

族的精神特质”的提问，夏静随口说出

了一句话：“时时处处与人为善。”

“时时处处与师生为善”，这也许

就是夏静和邹文军做教师、办教育的

朴素教育哲学。

为什么学生偷长了两厘米

2000 年，邹文军到附近的观安小

学 做 校 长 。 当 时 农 村 学 校 都 很 简

陋。在邹文军的主导下，观安小学有

点经费就改善办学条件，环境一天比

一天好，逐渐全方位超越了周边农村

学校。在这样的美好环境中生活学

习，观安小学的师生充满了幸福感。

2008 年前来视察工作的县教育局领

导也被观安小学的环境及师生状态

所震撼。

此后不久，邹文军被调往当地的

一所薄弱初中——三汊河中学做校

长。当时，邹文军的家距离学校近7公

里，他每天早上 5 点钟准时起床，经常

骑车40分钟到学校。由于三汊河地处

偏远，邹文军当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

办食堂改善条件，解除教师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在邹文军的行动感召

下，三汊河中学的教师逐渐有了全新

的工作节奏。

改变学校面貌，邹文军从抓体育

开始。农村学校资源匮乏，邹文军却

从不抱怨，将突破点聚焦于全员跳绳，

一抓到底。具体抓跳绳落实的不仅有

体育教师，更有全体班主任。一个学

期下来，学生不仅体育成绩显著提升，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跟同龄人的平

均身高相比，三汊河中学的学生平均

高出两厘米，以致有专家考察后发出

了“为什么学生偷长了两厘米”的感

慨。跳绳还让三汊河中学中招体育满

分率连年超过65%，居全市第一。

邹文军不仅重视体育，而且重视

校风建设，讲究环境熏陶。他采用

“三个一”步骤落实“爱心午休”工程：

先每班派一名教师照管学生午休，继

而每年级派一名教师照管学生午休，

不 久 每 楼 派 一 名 教 师 照 管 学 生 午

休。现在全校学生无须教师照管都

能处于自觉午休状态，午休时全校静

如幽谷。

为了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孩子，每

年春暖花开，邹文军必去学校周边踩

点，觅得一处好风景，便将学生分年级

带到那里，让他们从书本走向世界，放

飞心灵，尽享自然野趣。“乡村学校有

自己的优势，”邹文军相信，“常与自然

相伴，必能涵养学生心性。”

就这样，邹文军带领教师团队仅

仅用了 3 年时间就让三汊河中学的教

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茅。现在，三汊

河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当地已连续 8 年

保持第一。在成为“县域十大名校”的

基础上，2013年区域调整，三汊河中学

又被评为芜湖市“三美”特色名校。好

教育带来好愿景，现在三汊河中学所

属学区的外出农民工纷纷将子女转回

来就读，学校学生人数较 2008 年翻了

一番。

从教 34 年，做了 20 年校长，邹文

军的职称依然是中级。仅凭芜湖市

“五一劳动奖章”、鸠江区“十大名校

长”的荣誉，邹文军完全可以轻松获评

高级职称。“每每看到一线教师孜孜躬

耕，寥寥无几的高级职称名额分到校

时，我又怎能与教师去争？”现在不少

年轻教师后来居上成为高级教师，邹

文军居然比他们还高兴，“因为校之荣

耀源于他们的付出，成果也自然由他

们去分享”。

村小生源何以4年翻两番

乡村空心化，乡村学生多去城区

就读，这是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的困

境。然而，这样的困境对于汤沟中心

小学来说，不仅不存在，而且情况完全

相反：2017 年学生总数 450 人，2020 年

近 900 人，2021 年 1100 余人，4 年翻了

两番还多，其中约1/3的学生来自外乡

镇。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汤沟小学

“逆势飘红”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

教育秘密？

“教育是爱的事业，教师是爱的化

身”，这是夏静从教34年来不变的教育

信仰。

学生晓晓在一位教师家里玩时，

顺手拿走了漂亮的小钟表。了解相关

情况后，夏静找晓晓谈话：“你和同学

去赵老师家里玩那天，她家的小钟表

不知怎么找不到了。我想请你帮老师

找找。如果找到了，请放到我的办公

桌上。”

当天下午放学前，夏静在办公桌

上看到了钟表。为此，夏静买了糖果

作为礼物送给晓晓，感谢她对老师的

帮助……一段温暖心灵的谈话之后，

晓晓流下了眼泪。此后，夏静抓住一

切机会表扬晓晓，这让晓晓很快发生

了变化。现在的晓晓已是即将本科毕

业的大学生。

由于家庭条件差，父母是农民，

年纪又大，学生小蓉总觉得自己低人

一等，上课不敢举手发言，平时也不

太与同学交流，班上还有少数同学歧

视她。

在教学《小草和大树》一组课文

时，夏静找小蓉谈话：“夏洛蒂、海伦·

凯勒如此不幸，但她们不向命运屈

服。与她们相比，我们幸运多了，所以

要向她们学习，相信自己……”夏静引

导小蓉找出自己热爱劳动、孝敬父母、

做事认真的优点，这让小蓉有了难得

一见的笑容。夏静趁热打铁，让小蓉

当班干部持续锻炼自己。六年级毕业

时，小蓉语文考出了 92 分的好成绩。

读初中后，小蓉父亲患癌去世，原本贫

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但在夏静的资助

和关爱下，小蓉顺利读完了中学，考上

了大学。

虽然付出了日复一日的爱，但在

夏静看来，“学生对我的爱和感动远比

我给他们的多”。一次夏静参加省骨

干教师培训，两周没在学校。听说夏

老师周末回家的消息后，她所带班级

的所有学生跑到家里去看她。“夏老

师，您什么时间结束培训回来给我们

上课呀”“夏老师，我想您啦”。面对孩

子真诚的爱，夏静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愿意与孩子打交道，我喜欢他们一

张张灿烂的笑脸”。

早在 2008 年，夏静就在无为县教

学比赛中获得“教学能手”称号，并在

巢湖市获得“第三届教坛新星”称号。

此后，两所城区优质学校先后向夏静

伸出了橄榄枝，但都被她婉言谢绝。

伴随着自己的专业成长，夏静不

仅为全县教师解读课程标准，而且为

“国培”项目做讲座。当上校长后，夏

静高度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多次辅

导青年教师上示范课。在她的悉心

指导和帮助下，季彩虹、周文娟、伍克

芳等青年教师在当地小学语文优质

课评比中屡屡获奖。成为芜湖市“名

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后，夏静引领教

师成长有了更丰富的资源。作为课

题主持人，夏静先后承担 4 项市级课

题、3 项省级课题。无论什么课题，

她总邀请青年教师同做主持人，手把

手教他们做课题。现在的汤沟中心

小学共有 46 名教师，其中市级学科

带头人 3 人，市骨干教师 5 人，区骨干

教师 9 人。

让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灯塔

当前的乡村，外出打工者众多，留

守儿童问题成为乡村教育的难点。

无论是夏静还是邹文军，都高度

重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三汊河

中学，邹文军倡导建立民主平等的新

型师生关系，要求全体教师“不准讽刺

挖苦学生”，要求班主任对不愿与人交

往、行为失常的学生多留心、多观察、

早发现、早报告。

不仅如此，邹文军还自学心理学，

将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通过谈心帮

助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心灵迷雾。“只

要内心有焦虑的孩子，我必记住他们

的名字，课余与他们谈心、游戏，帮他

们疏导焦虑。”邹文军说。

与丈夫的策略有所不同，夏静倡

导通过阅读为留守儿童的生命成长打

下精神底色。

在教学《草船借箭》时，夏静引领

学生共读《三国演义》，并在共读的基

础上举办读书交流会。要求所有学生

参与，不仅要轮流发言，而且有自由辩

论。当校长后，夏静在全校推广“扩大

阅读”，还亲自带头共读，做读书笔记，

与师生一起交流。为方便学生阅读，

在夏静主导下，学校每年都会投入资

金购置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书籍，并

为每个班级配置书柜，将图书馆直接

搬进教室。

在“扩大阅读”的基础上，夏静注

重挖掘乡贤资源为学生成长服务。

汤沟镇书法爱好者众多，鸠江区书法

家协会主席与秘书长都在汤沟居住，

夏静特聘他们为书法教师，在学校同

时推进硬、软笔书法教学，把学校打

造成具有浓郁书香、墨香的特色乡村

小学。

“习字长技”“习字立品”“习字树

魂”是夏静对汤沟中心小学作为书法

特色学校发展的三步规划。现在，这

一规划正在扎实推进，翰墨文化不仅

使乡村儿童体味着中华书法文化的博

大精深，而且滋养着他们的心灵，初步

实现了“书道育人”的目标。

“有人看到的是乡村教育的衰落，

我看到的却是乡村教育的希望。”夏静

告诉记者，“我们的实践证明，乡村教

育前景广阔！”

一个家族，三代人，九位

教师，80年扎根乡村教育。

无论收入多少、地位高

低、资源有无，他们均不为

所动，即使有机会去城区，

也依然深耕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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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九人的乡村教育三代九人的乡村教育““深耕链深耕链””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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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哭闹着不让妈妈上

班时，她总会用“校长”来吓唬我。

在我幼小的心里，校长就像大灰狼

一样凶恶。6 岁时，我带着忐忑的

心情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在门口看

见一位和蔼可亲的校长，她面带笑

容，咦？这个校长怎么与我想象的

不一样？

6 年的校园生活，夏校长像春

风，在我们烦闷忧愁时，带给我们

心灵的慰藉。

（汤沟中心小学601班 赵涵）

夏静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认

真负责、气质非凡的美女。每次和

夏校长打招呼，她都会笑吟吟地看

着你，朝你轻轻点头，用很温柔的

声音对你说：“小同学，你好！”她每

天都很早到校，很晚离校。在课间

锻炼时带领我们一起跑步，带领全

校师生创建书香墨香校园。

（汤沟中心小学502班 徐楚煊）

运动会上，您和我们一起呐

喊；儿童节时，您和我们一起欢乐；

书法课上，您和我们一起体会文字

的博大精深……是您督促我们疫

情期间保护好自己，是您的躬身践

行才使我们有一个安静、舒适、安

全的学习环境，是您不辞辛苦地持

续关爱，陪护着我们茁壮成长……

谢谢您，我爱您！

（汤沟中心小学501班 张霈曈）

每天早上同学们入校时，她总

是在大门口用微笑迎接我们；同学

们开始每天的跑操时，她总是用鼓

励的眼神关注着我们；爱心午餐的

队伍中，她总会不时问我们“吃得

怎么样”；放学时，她总会在校门口

用慈爱的目光目送我们……这就

是我们的夏校长。

（汤沟中心小学602班 刘铁君）

与夏校长共事快 20 年了。初

识时，她那和煦的笑容、温暖的话

语让人如沐春风，亲切感油然而

生。工作中，我们青年教师感觉与

她亦师亦友。每次我上公开课时，

她总是正向鼓励、倾力指导。教研

会上，她的发言常常让我耳目一

新、豁然开朗。在她的鼓励下，我

们认真学习、愉快工作；遇到困难

时，我们找她倾诉、商量，她总是微

笑着在追问中让我们找到答案。

（汤沟中心小学教师 周春凤）

夏校长在学校是一名好领导，在

家是一位好媳妇。她的婆婆已80多

岁，患有心脏病，每次生病都是她陪

同去医院看病，忙里忙外，从不抱

怨。她婆婆的弟弟已70多岁，从小患

有小儿麻痹症，生活不能自理，现已

与夏校长他们一家生活34年之久，夏

校长工作之余还要照顾舅舅的饮食

起居。她是邻里眼中的好媳妇。

（汤沟中心小学教师 周琼）

如果说，学校是一面旗帜，那

么校长就是旗杆，她决定了旗帜飘

扬的高度。如果说，学校是一个大

家庭，那么校长就是一家之主。她

的形象与能力直接关系到“全家声

誉”，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是否和

睦、是否目标统一，关系到家庭的

发展状况。而我们的夏校长正是

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好校长。

她真心关爱师生，有原则性又

有灵活性，公平公正、顾全大局，不

计个人得失。她不断超越自己，带

动学校发展。她宽宏大量，善于包

容教师的稚嫩、失误、缺点。她具

有亲和力，善于拉近与教师的心理

距离，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让学校

充满凝聚力。

（汤沟中心小学教师 季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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