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5 日， 当湖南省新化县上
梅镇北渡中心小学校长杨建一为保
护学生， 被入校行凶的歹徒刺中，倒
在血泊中时，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师德
的力量。

其实，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最
美女教师”张丽莉，在失控的汽车面
前勇救学生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双腿
高位截肢；“最勇敢教师”周玉兰在为
高三学生送准考证时， 遭遇劫匪，用
生命保护 659 张准考证。 他们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师德的深刻内
涵，昭示着道德的深远力量。 更为难
得的是，他们不仅守护着教师这个职
业的道德之光，更荡涤和净化了整个
社会的风气。

如今，很多人都在哀叹社会风气
之差，尤其是“小悦悦事件”，更是重
重撕裂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伤口。甚至
有一种偏激观点认为，为什么中国社
会风气败坏， 原因就在于教育和教
师。面对社会媒体频频曝光的各种恶
性事件，似乎这种观点已经找到了立
足的依据。

是这样吗？ 杨建一、张丽莉们的
行动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他们只
是最普通不过的一线教师，并没有煊
赫的名号和光环， 但在危险来临之
际，却毅然挺身而出。 它不仅仅是一
个下意识的举动，一种不假思索的行
为，更来源于日常教育行为中无数次
兢兢业业的付出。

教师不是圣人， 他们在平凡的
工作中，默默地教书育人；但教师却
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正如乌申斯基
所说：“教师个人的范例， 对于青年
人的心灵， 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
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但我们的社会
给予教师的评价却有极端化的嫌
疑。 要么像个天使，要么就是魔鬼。
是不是教师只有牺牲了健康乃至生
命，才能获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可？ 是
不是教师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工作
上，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才能赢得各
种奖励和荣誉？ 是不是教师毫无条
件地包容和迁就学生， 才算是家长
认可的“好教师”？

我们呼唤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
期待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 为此，我
们必须尊重那些真正教书育人的好
教师，尤其是那些在基层默默耕耘的
普通教师， 因为他们羸弱的双肩，扛
起的是国家的未
来和民族的希望。

1 月 17 日，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上梅镇北渡
中心小学的学生默默伫立，哀悼校长杨建一。

郭国权摄

教育部
号召全国教师向杨建一学习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做出决
定， 追授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北渡
中心小学校长杨建一 “全国优秀教
师”荣誉称号，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向
杨建一学习。

1 月 16 日 ， 教育部党组书记 、
部长袁贵仁得知杨建一校长为保
护学生英勇牺牲的事迹后 ，立即做
出批示 ：向杨建一校长以身殉职表
示哀悼 ， 向杨校长家属表示慰问 。
请当地教育部门协助医疗部门全
力救治受伤学生 ，协助公安部门尽
快查清案情。

1 月 17 日，教育部做出决定，追
授杨建一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荣誉
称号，决定指出，杨建一同志从教 30
多年来，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勤奋工
作，无私奉献，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
高度评价，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
秀教师。 2006 年担任校长后，他更是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视教育为自己
事业的全部、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全
部。 他在生死关头保护学生、勇斗歹
徒，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赞歌，塑造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辉
形象，诠释了高尚师德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据悉， 教育部已于 1 月 17 日组
成专门工作小组， 由一位副部长带
队，前往湖南新化，慰问杨建一校长
家属，看望受伤学生，指导当地教育
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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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学校》
本期开始，“年

度·学校 （人物、区
域）”栏目，寻找在中
国基础教育 10年改
革与发展史上，那些
对教育产生真正影
响力的学校、人物和
区域……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如何实现科学

与人文的巧妙结合，
做学问有哪些乐趣
……本期让我们走
近国际知名科学家、
台湾“清华大学”原校
长刘炯朗。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这一年太多值得

铭记的利好消息给了
民办教育人前行的力
量。 结合专家的推荐，
中国教师报与腾讯教
育频道联合发布了
2012 年民办教育十
大新闻。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教育就是培

养习惯。 ”为此，太
原师范第三附属小
学在“多彩教育”办
学思想的引领下 ，
开始了全员读书活
动。 8-9版

《区域教育周刊》
课改的区域推

进，出现过很多虎头
蛇尾的现象，但这些
问题，在江苏省连云
港市，都能找到破解
之道……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在几个“教育狂

人”的课堂上，孤僻的
学生变得开朗， 自卑
的 学 生 变 得 自 信
……让每个学生找
回自己，成为自己，是
学生的梦， 也是教育
的梦。 6-7版

英雄校长杨建一
■总编七日谈 87

有一种感动叫师德

□ 特约通讯员 喻 超 阳锡叶 余 俊

政策直通车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他大
喝一声冲上前去，毫无迟疑。 200
米的追凶之路， 是杨建一生命最
伟大的绽放。他深爱着学生、深爱
着学校， 用生命诠释着自己的人
生信仰。

1 月 15 日下午 1 点 48 分左右， 湖南省新化县北渡中
心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 一名男子从学校围墙
翻墙而入，持剪刀状凶器加害一名学生。 转瞬间，9 岁的王
振宇就倒在血泊中。 这一幕把教师和学生都惊呆了，学生
们四处奔逃。

听到呼叫，正在教学楼二楼修理水龙头的校长杨建一
飞奔下来，歹徒见状，拉开小侧门，夺路而逃。 杨建一立即
追了出去，在离校门 200 多米的一块白菜地里，赤手空拳
与歹徒进行搏斗。

目击者罗松柏告诉我们，在拨打了 110 后，其他教师和附
近村民赶到，但此时杨建一已经停止了呼吸，蓝白相间的衬衣
布满片片血斑，沾满泥土的左手仍然紧握拳头……

1 月 16 日，“英雄校长”的事迹在网上传开。 很多网友
纷纷为杨建一默哀致敬。 17 日下午 2 点，灵车载着杨建一
的遗体，从湖南省新化县殡仪馆内缓缓驶出。 举城悲痛，上
万人自发前来送行， 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挤满街道的两
旁。 灵车驶到乡下，不少村民按习俗鸣鞭炮迎送灵车，送行
人群中，有懵懂孩童，也有耄耋老人。 来到上梅镇附近，80
岁的老人杨佩花站在送行队伍里， 身形瘦弱， 白发苍苍，
“再远，我也要来送一程！ ”

“他是难得一见的好老师，是个英雄 ，值得每个人爱
戴！ ”灵车过去了，54 岁的袁香桃久久不愿走开。

“他是一个倔强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

1 月 20 日，我们来到杨建一的家，此时，出殡的人群
刚刚回来，乡亲们的脸上写满沉重与悲伤。 客厅的桌上摆
着杨建一的遗像，遗像上的杨建一身着灰色衬衫，神情温
和。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揉着通红的眼睛告诉我们，她
叫杨家琴，是杨建一以前的学生。 听说杨校长要下葬了，
她请假和几个同学早上 6 点多就出发来送老师最后一
程。 临别时，杨家琴握着杨建一妻子康桂梅的手说：“老师
走了，我以后就是您的女儿，您要多保重！ ”

1 月 21 日，这是杨建一牺牲的第六天，天空雾霾始终
未曾散去。 默默无闻的杨建一以一种悲壮的姿势出现在全
国人民面前，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正如他的好搭档、
好朋友白羊坪小学校长陈光海所说：“他的每一步都走得

很踏实。 ”“看到歹徒，他一定要追，什么都不害怕。 虽然已
经 59 岁，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但是他对事情就是那
么认真、负责。 ”

从校门口到出事白菜地的 200 米，是杨建一奋起直追
的 200 米，也是他生命最伟大的绽放。 这 200 米，他追得毫
不犹豫，一如他 32 年的从教之路。 对学校、对学生的付出，
他从未犹豫。

“他如果自私一点，就不会一个人追出去那么远！ 这么
凶残的歹徒，哪个不怕啊？ ”家住校门口附近的袁奶奶感叹
道。 那天，她亲眼目睹校长追了出来，“只几分钟的工夫，大
家还来不及反应！ ”在袁奶奶看来，杨建一的牺牲，是因为
他太负责、太无私、太忘我。

在学生、老师、家长、亲属和村民眼中，杨建一是一个
憨厚随和的人，他写得一手好字，喜欢读书，从来不与人争
吵，是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 人们都在追问：是什么给了温
和文弱的杨建一如此大的勇气？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评论，说凶手都已经行凶逃走了，
为什么还要去追？ 为什么不去找工具？ 为什么？ 没有为什
么！ 我们校长来不及想这么多，他的心里只有学生，如果还
有工夫去想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不幸了。 ”北渡中心小学
姜老师悲愤地说。

“杨校长一直爱生如子，你伤害了我的学生，我岂能让
你逃走？ 当时，他心中只有这个信念。 ”对杨建一很熟悉的
新化县教育局办公室干部段晓鸿这样说。

杨建一的儿子杨洪伟对父亲追凶时表现出的巨大勇
气并不惊讶。 他说，农历 10 月 16，是父亲的 59 周岁生日，
家人办了一桌家宴为他庆祝， 中午刚吃完饭他就去了学
校。 “不在学校待，他就没法安心。 ”

因为责任，因为爱，面对歹徒，杨建一没有半分犹豫。

“他呕心沥血，倾注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给学校。 ”

作为一所农村完小， 北渡中心小学规模不大， 只有 6
个班，包括学前班共 310 余人，在职在岗教师 11 人。 学校
的管理人员只有一名校长、 一名总务主任和一名教务主
任。 杨建一从教 30 多年，在这所学校工作了 20 多年，2006
年，开始担任校长。 “他爱校如家，把师生当亲人。 ”北渡中

学校长邹伯亮如此评价。
在冷水江一中读高一的杨瑞颐，有一幅画面永远地定

格在了她的脑海里：那是一个暑假的一天下午，杨校长背
着手，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到处查看……

其实，从 1980 年杨建一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天龙山
学校、北渡三江口学校、北渡中心小学任教。 他那背着双手
在学校巡视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很多人心中。

三江口小学校长田海平告诉我们，14 日杨建一和他还
有另外两个校长还在开期末考试考务会。 “没想到第二天
他就这样走了。 ”田海平哽咽着回忆：刚参加工作时，杨建
一只是初中毕业， 但是他注重学习，1987 年就拿到了中师
文凭。 他言语不多，工作认真负责；他爱生如子，哪个学生
不听讲，他比学生还着急；他对同事、对朋友总是一幅笑
脸，很少发牢骚。

在北渡中心小学，杨建一的办公室座椅背后，立着一
个木柜，里面除了各种文件材料外，放在上层最外侧的锤
头、钳子、螺丝刀等工具格外引人注目。 在北渡中心小学，
杨建一是学校负责人，同时也是这所只有 317 名学生的小
学和幼教点的维修工。 就在 15 日下午，当他听到“救命、抓
歹徒”的呼喊时，他正在二楼忙着修水龙头。

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安全事故月报表。 作为校长，
每个月他都要对照校舍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饮食安
全、周边治安隐患等 10 项内容，认真检查比对，做好安全
记录。 2012 年 12 月 28 日，他完成了生命里最后一次月度
安全记录，将名字签在上面。

对学校，杨建一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 让人们印象深
刻的还有，他对学校安全一丁点隐患都不会放过，眼里揉
不进沙子。

教学楼上有点漏雨，杨建一花了两天时间，自己一个
人亲自搭了梯子一担瓦一担瓦往屋顶挑，一片瓦一片瓦地
换。 为节省开支，2008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杨建一亲自更
换学校电线，不幸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软肋严重扭伤，动弹
不得，医生建议他在家休息半个月，但他第二天就来到了
学校，手撑着藤椅艰难爬楼梯为学生上课，一直坚持了一
个多月。 学生们都争着要搀扶杨建一上下楼。

（下转 2 版）

特别
报道

课改的区域推进，出现过很多虎头蛇尾的现象———突出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力主导，而忽视了校长、教师内驱力的激发；突出了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而忽视了
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创建；突出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而忽视了师生创造性的发挥。 这些导致区域课改事倍功半的问题，在江苏省连云港，都能找到破解之道———

连云港的课改逻辑 （详见 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