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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曾勇军来
说，学农起初只是一个偶然选择。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份偶然变成执着。一年 365
天，他有 100多天泡在田里。在他看来，搞
农业研究，不能只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坐在
办公室里写论文，而更应该把自己的研究
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用实践检验理论，用
农民的丰产增收考核自己的工作。

江西是双季稻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江西的水稻生产
长期存在单产水平低、机械化程度低等突
出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曾勇军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针对这些问题，曾
勇军参加工作后，以攻读博士学位为契机，
深入生产第一线，带领团队先后在进贤县
温圳镇、南昌县广福镇、上高县泗溪镇等地
创建试验示范基地。

一辆自行车、一顶草帽、一瓶水，是曾
勇军做大田试验的标配。炎炎夏日是早稻
成熟和晚稻育插秧的关键时期，要观察水
稻生长情况，科研人员必须无惧酷暑，比农
民更亲近土地，才能获得科研的第一手资
料。曾勇军至今难忘，老乡们采用栽培新
技术获得丰产时，朴实面庞上洋溢的幸福
笑容。这种由心底生出的获得感，是他最

眷恋的感觉，激励着他拼搏奋进。2008 年
以来，他累计示范推广双季超级稻早蘖壮
秆强源高产栽培技术 1332万余亩，增产稻
谷5.29亿公斤，新增纯收入9.87亿元；在全
省开展各级各类技术培训 120 余场，培训
人员1万余人。

做好科研的同时，曾勇军始终牢记教
书育人使命，培养学生学农、知农、爱农、
为农、强农、兴农情怀。严格要求学生，首
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名有 10 多年
教龄的教师，他更在意学生能在他的课堂
上学到什么。在曾勇军的观念中，内容始
终是教学的真谛。一堂课成败的关键，就
是看教师能否以最好的形式教给学生最
新、最好的内容。为此，他常采用探究式
教学方法，针对课程内容，设置与生产实
际密切相关的、有趣的科学问题，引导学
生去思考、探究，把枯燥的课堂内容变得
生动有趣。

曾勇军除了教学之外，还担任江西农
业大学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
室执行主任的行政职务。教学、科研和行
政三方面的工作，让他倍感压力，但他还是
不愿意离开三尺讲台。他所讲授的《作物
栽培学各论》获评江西省一流本科线下课
程，《多熟制水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虚拟仿
真实验》获批江西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立项，他本人也获得江西农业大学优秀
教师、江西青年五四奖章、“感动江西教育
年度人物”提名奖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倾注情感的课程，
吸引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说起曾勇军，江
西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詹思维满是钦佩。“曾老
师是个行胜于言的人，是他让我明白学农
的意义。他时常教导我们，搞研究要上接

‘天线’下接‘地气’，耐得住寂寞，坐得了
冷板凳。失败并不可怕，要学会从失败中
总结经验，为成功积蓄力量。”詹思维明年
即将毕业，他打算像曾勇军一样，用青春
和汗水浇灌希望的田野。

致敬人民教师
朱 力

一个崇德尚学的民族，总是
把崇高的位置留给教师。今天是
第37个教师节。设立教师节，这
本身就是国家尊师重教的一种价
值表达。我们向在教育岗位上从
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
等工作的全体教职员表示最崇高
的敬意！

今天，我们集中报道了几名
优秀教师的事迹，他们是我省广
大教师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
上，集中体现了人民教师献身教
育事业、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高
尚师德，集中体现了人民教师在
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
的突出业绩，集中体现了人民教
师不断进取、与时俱进、大力加强
师德修养、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
专业水平的时代风貌。有了以这
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为
代表的教职员队伍，我们的教育
事业希望无限。我国自1985年设
立教师节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逐渐形
成，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历史
功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教育事业发展兴
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
志。教师的职业光荣而神圣。为
了完成教育的神圣使命，广大人
民教师形成了潜心耕耘、无私奉
献、敬岗爱业的精神、品质和风
气，为人师表成为人民教师的行
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9 月 9
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
时深情地说：“‘三寸粉笔，三尺讲
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
民魂。’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
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
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广大人
民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
使命。三尺讲台所承载的价值，
绝不仅仅是教人算数识字，更有
人才的培护、文明的传承、道德的
赓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也绝
不仅仅是靠粉笔直尺谋生的教书
匠，而是担负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人民
教师的功勋，已然书写在实现民
族复兴的壮丽画卷上。

今天，让我们把鲜花和掌声
送给光荣的人民教师。致敬人民
教师！

“欢迎你入学，成为‘小百花’的一员。”
9月1日开学日，南昌市百花洲小学校长林
通在学校门口迎接一年级新生，为小萌娃
们戴上制作精美的布艺校徽。这名笑容可
掬、和蔼可亲的校长，让原本有点紧张的孩
子瞬间放松了很多。

36 岁的林通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7
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在老家铅山县一所
偏远的村小任教。初上讲台，林通全身心
地投入教学中，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尽管
辛苦却非常快乐，因为每一堂精心准备的
课程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成长经历。

乡村学校的学生有很多是留守儿童，
林通经常在课后对他们进行辅导。一次辅
导完最后一名学生，天已经黑了。林通不
放心孩子安全，便骑自行车送这名学生回
家。雨后泥泞的山路上，林通带着孩子骑
一段，走一段。把孩子送到家时，小男孩腼
腆地说：“林老师，谢谢您！您真是个好老
师！”孩子的一句话，让初为人师的林通感
动不已，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老师”这两个
字沉甸甸的分量。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本职，也是使命，
要把这份职责使命做好，仁爱之心是基础，
扎实学识是关键。”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
城，不论教学地点和职务怎样变化，林通始

终坚守语文教学一线，听课、评课，参加教
学竞赛、做课题、写论文，认真上好每一堂
语文课，并不断向更广阔的领域发起挑
战。林通领着孩子们从课文《北京的春节》
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温馨美好、从《白
鹭》中学会在生活中发现美……一批批学
生因为他爱上语文、爱上阅读。

从教 19年来，林通从一名教几十个孩
子的乡村老师，成长为引领数百名教师成
长的学科带头人。他先后荣获南昌市“园
丁杯”教学竞赛第一名、江西省“赣教杯”教
学竞赛一等奖；2017年，他代表江西荣获全
国首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2018年，
他和团队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促进随迁
子女融入的“四共”合作教育机制的研究与
实践》获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2021年，他入选江西省“新
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

2015 年 9 月，南昌市东湖区教科体局
为了缩小辖区内扬子洲镇各小学和城区小
学在教学教研方面的差距，决定实施“一人
双岗”，即派一名城区学校老师担任本校教
学任务的同时，赴扬子洲兼任教研负责人，
林通承担了这一重任。之后的一年，林通
往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在做好本校工作
的同时，指导扬子洲片区学校搞教研。他
不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扬子洲片区，
还把当地的年轻教师聚集起来，开展课例
研究活动，让扬子洲片区的教师快速成长
起来。

为了引领和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林通
语文名师工作室”应运而生。每周一次集
体备课、每周一次全员公开课、每学年一次

“百花杯”教学竞赛、定期开展的名师工作
室活动……在他的示范引领下，学校教研
氛围浓厚，教研成果丰硕。不但如此，他和
工作室成员还送教到赣州、九江、吉安、宜
春、上饶、鹰潭、萍乡、抚州等地 ，一批批青
年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在他们的引领下快
速成长。

如今的林通，不但是一线教师，更是一
名校长，在他看来，身份的转变，赋予了自

己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也带来更多
的领悟和体会。“用心教书，尊重自

己的职业从做好本职工作开始；
倾心育人，在爱孩子的过程中

体会教师职业的崇高；潜心钻
研，让教书育人成为实现人生

价值的事业。”林通说。

一缕书香，在这个家庭里芬芳；一份职
业，在这个家庭里延续。执教于弋阳县方
志敏中学的占运雪，她的家庭是当地家喻
户晓的教育世家。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还是和平岁月，90 余年的讲堂坚守，一
家四代的师道传承，他们以校为家、爱生如
子，迄今走出了24名教师。今年，占运雪家
庭被推荐为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候选对象。

占运雪家庭四代从教，最早可追溯到
她的祖父占天权和外祖父方万春。1916
年，13岁的占天权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就读
于弋阳县高等小学堂。在校期间，他们时
常探讨时局、思考救国。后来占天权考入
厦门大学，立志教育救国。他多次返回家
乡支援教育事业。1928 年，他休学回家创
立弋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并担任教务主
任；1938 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创
办弋阳第一所中学——圭峰中学（方志敏
中学的前身），并担任校长。1958 年，在相
关部门帮助下，占天权在一片废墟上筹办
高中部（弋阳第一中学前身），从此弋阳的
学生在本县就可以读高中。

占天权的学生黄知意回忆说：“学校距
离校长家虽然只有几百米，尽管家里还有5
个孩子，但校长始终与师生吃住在一起。
为了让学生不挨饿，每星期能吃上一顿猪
肉，他向当地要来一块地，除了种菜，还养
猪……”

薪火相传，甘之如饴。在祖父的影响
下，他的5个子女均选择了教师职业，其中4
人的配偶也从事教育。

占运雪的父亲占道林从 1964 年开始，
先后在弋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弋阳三中、
方志敏中学从教，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当校
长，他的宿舍都在学生寝室旁边。占道林
难忘父亲的言传身教：“为了支援国家抗美
援朝，父亲捐献了祖屋，我也亲眼见到父亲
以校为家、爱生如子的点点滴滴。”

在父亲的鼓励下，占运雪的二伯占道
庸从部队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他
专注教材研发，主编了《数字通信原理》，参
编了《通信原理》。这两本书一直作为各大
院校相关专业教材沿用至今。

祖辈事迹念念不忘，父辈故事记忆犹
新。占运雪这代人中有 9 人在教育事业上

默默耕耘着，其中占运雪、占萍、张东升三
人先后被评为“江西省骨干教师”。

1990 年，占运雪走上了三尺讲台。她
发现许多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创造
性地提出“数学联系生活”法，即从生活中
发现数学，把抽象思维转变到形象思维
上。这一方法让许多学生对数学产生了特
殊情感，数学源自生活，启发了学生的主动
思维，她的学生有上百名在数学竞赛中荣
获省级、国家级大奖。2009年，她被教育部
评为“优秀实验教师”。

自 1986 年以来，占运雪的丈夫张东升
从教 35年，担任班主任 35年，坚守一线，从
不掉队，每天在校10小时，为教育事业贡献
自己的美好年华。

生在不同的年代，长于不同的环境，作
为这个教育世家第四代的占运雪女儿张雪
楠，对于如何执好教鞭有着自己的理解。

张雪楠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江西省医
药学校担任老师。为了让学生崇尚技能，
她不断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让自己成为
专业的行家里手，从而引领学生成长成
才。2020年、2021年，张雪楠两次荣获江西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
等奖。

师者有常，师道无涯。在占运雪家庭
四代人眼中，师道的本质不仅在教书，更在
于奉献。

在九江市湖滨幼儿园户外建构区里，
一群小朋友正张罗着用积木和废旧材料搭
建“餐厅”，为第二天的“美食节”做准备。
为了让“餐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断调
整积木的摆放方式和装饰物的搭配样式，
最终成功搭建起一座形状独特的“美食
屋”。

仔细观察，会发现建构区里的玩具与
众不同：造型各异的梯子，长短不一的木
板、滚筒，甚至还有废旧轮胎。一块木板此
刻是一座独木桥，下一刻有可能会变成一
个山坡，又可能会变成一方城堡。而这些
五花八门的创新玩法，对于一园之长的张
朝来说，正是幼儿教育的核心所在。

“理解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体
味孩子的内心感受与需求，培养幼儿的探究
精神，做有爱有温度的教育。”5年前，当张朝
从一名小学生们喜爱的“老师姐姐”，变为湖
滨幼儿园孩子们的“园长妈妈”时，她把这句
话写在工作笔记首页，作为目标。

彼时，作为一个办学20年的幼儿园，湖
滨幼儿园正面临发展瓶颈——地处老城
区，场地狭小，设施老化，教学理念陈旧。

硬件改变空间有限，但教学质量的提
升却有无限可能。“我很幸运，遇上了国家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的好时
机。”张朝告诉记者，遵循国家学前教育改
革思路，她带领老师们开始了探索。

最先改变的是园本课程和班本课程。
“新的课程全面围绕项目活动展开，让幼儿
在游戏活动中获得多样化的经验，真正成
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张朝介绍。

张朝和记者分享了一堂名为《小小育
婴师》园本课程的诞生过程。

新学期伊始，幼儿园一角的“娃娃家”
要重新布置。“我最喜欢照顾娃娃了，我要
给她喂饭洗澡。”天真的话语让张朝灵光一
闪：能不能引导孩子们自己动手布置“娃娃
家”？

一堂教研“风暴”开始了。老教师、骨
干教师、年轻教师聚在一起，围绕话题展开
热烈讨论：怎样才能有效引导孩子们自己
动手设计图纸？需要收集哪些材料？什么
样的分组协作是最科学的？能不能从单纯
的布置“娃娃家”延伸出去，让孩子们在动
手中体会父母的不易？思路层层递进。

在一次次观念碰撞、一点点细节完善
中，《小小育婴师》主题课程完成。孩子们
分成设施装饰、食品、洗护三个组，不仅动
手绘制了“娃娃家”的设计图纸，还搭建了
一个有摇篮、床、桌椅、衣柜、水池的“小

家”，尝试给“娃娃”换尿不湿、洗澡、喂奶。
课程进行过程中，老师更多的是在一旁用
心观察，等待和支持他们思考问题，帮助找
到解决方法。

“我们做学前教育不能只做‘3到6岁的
教育’，要站在孩子一生的角度来思考、践
行教育，为孩子的终身成长和生活而思
考。”张朝说，这种理念在全园老师的心里
已经扎根。

改变的，还有学习氛围。2018年，张朝
创新推出了家校社一体化阅读行动。

在幼儿园门前设计修建一条长 15 米、
宽 3米的读书长廊，添置 3台定期更新书籍
的智能电子书柜和大量纸质书籍，将借阅
卡发放到孩子和社区居民手中。小小的读
书长廊成了孩子、家长和社区居民阅读的
乐园。

不仅如此，张朝还把家长请进幼儿园，
让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对书本进行从画面到
情节、从审美到情感的丰富解读，用“绘”
声“绘”色的讲述，引发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书本可以“读”，还可以“绘”、可以
“演”。老师和家长一起，共同引导幼儿边
读边猜想，想出与作者不同的情节，并通
过趣味绘本制作、亲子情景剧表演等形式
表现出来。用“读一本书”“做一本书”

“演一本书”，激发幼儿听、说、读、写、画、演
的能力，让他们从内心爱上阅读，发现读书
的乐趣。

5年来，张朝带领团队完成了园所教学
质量的快速提升，一大批年轻教师锤炼出
了过硬本领，湖滨幼儿园成为九江首屈一
指的品牌幼儿园，还被评为“江西省家校合
作试点学校”，张朝也在今年获“全国最美
幼师”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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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眷恋那一方丰收沃土
——记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曾勇军

本报记者 齐美煜 文/图

在教书育人中实现人生价值
——记“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林通

本报记者 李 芳 文/图

做有爱有温度的学前教育
——记“全国最美幼师”张朝

本报记者 杨 静

一家四代24名教师的师道传承
——记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候选对象占运雪家庭

本报记者 陈化先 文/图

曾勇军（中）和学生们。 张朝和孩子们一起用餐。 （资料照片）

从教30多年的占运雪（左）与父母和丈夫漫
步方志敏中学，他们均与这所学校有着特殊的情
缘。

林通正在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