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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的谢金汉来自中山
市特殊教育学校，是听力部的物理高级教师，
教龄 32年，他用独特的教学方法，帮助听障孩
子敲开了高校的大门。

谢金汉曾在多所普校担任初中和高中的
物理老师，桃李满天下。2010年 9月，他离开普
校来到中山特校，这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让他
感到了新的压力。

“时间根本不够用。”谢金汉说。为了给听
障班学生上物理课，不懂手语的他去查物理专
有名词用手语如何表达。“词典里总共只有一
二十个最基本的物理概念，其它的大部分都没
有。磁场、电能、电势这些抽象概念根本无法用
手语表达，只能靠写文字交流。”于是，他的物
理课如同语文课，满黑板都是字，一边写一边
擦。每一句解释的话都写在黑板上，甚至有时
一节课也讲不完一道题。

经过一年多，谢金汉终于摸索出适合听障
生的物理教学方法，然后此时他却被查患上了
结肠腺癌。谢金汉没有声张，自己悄悄地准备
手术，甚至手术前一天还在为学生上课。经过
两次手术后和两次化疗后，因怕耽误教学，他
重返了工作岗位。得知听障学生彭汉琪考大学
急需补习物理，谢金汉拖着病躯主动给他开起
了“小灶”。“听力部每周才两节物理课，他高三
开学后才决定要报考北联大，必须要考物理。”
每天放学和周六，谢老师就给彭汉琪免费补物
理，周六补完课，还用电动车送他到南区的车
站搭公交车回家。风雨无阻地补了一年课后，
彭汉琪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物理成绩为同批
次学生中的最高。

送走了彭汉琪，谢金汉又迎来了2016级的
学生。2016年 9月，谢老师同时担任听力部三
个年级的物理、一个班的化学和青年教师导师
工作室的工作，超负荷运转。当时高一（1）班陈
振华同学决定报考北联大计算机本科专业，而
教导处安排各年级的物理课每个星期只有两
节，根本无法完成教学任务。面对学生期盼的
眼神，谢老师又一次做出决定，每周的星期一
到星期四下午放学后五点到六点的时间，免费
为陈振华补一小时的物理课。这个为陈振华开
的“小灶”，一开就是近三年。今年 6月，陈振华
顺利被北京联合大学录取，“感谢三年来您的
教导。”陈振华用手语表达了对谢老师的感激
之情。 文/本报记者 陈慧 图/本报记者 文波

2011 年退休后，喜欢唱歌的何
鸿境加入了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并
担任了六年的团长。

每周三、周五上午 8点半是合唱
团训练时间，每次练唱他都认真投
入。在老师指导下，他的音准、节奏和
技巧都能熟练掌握，哪怕是高音也能
轻松自如。

在担任团长的日子里，包容、理
解与沟通是何鸿境协调凝聚合唱团
的法宝。当训练遇到困难时，何鸿境
会主动与团员沟通，了解情况交流经
验。为了提高演唱水平，何鸿境等提
议建立分组检查和随机抽查机制，有
利于老师了解合唱团成员的真实水
平，促使大家课后多练习。同时，他还
充分发挥声部长的作用，由各声部长
带领声部成员有针对性地练习。

何鸿境看来，合唱团已成为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年来 ，合唱
团多次参与市内外的大型音乐会和
公益演出活动，与港澳地区以及周边
城市兄弟团体联合举办专场合唱音
乐会，仅去年一年，合唱团 8次登台
演唱。“每次登台前，我们都会提前一
个月准备，这个月内严格考勤，大家
齐心协力演唱好。”

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和谐温馨的
团队气氛，让团员们找到家的感觉。
空余时间，他们还会约在一起唱歌。

“合唱团平均年龄 68.8岁，80岁以上
的有 8 人，他们都不舍得离开合唱
团。而且合唱团不存在毕业这种说
法，只要想唱，就能一直唱下去。”说
起今后，何鸿境表示，他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只要身体条件允许，
自己会继续留在合唱团，为中山市老
年人合唱艺术的发展做贡献。

我市中小学校以多种形式庆祝教师节

新教师入职宣誓
老教师分享感悟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林康文 李洁莹 周敏）9月
10日是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教师节前后，我市中小学校开展
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昨日，杨仙逸中学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除了表彰优秀
教师，校长李自可还带领全体新入职教师读人民教师誓词：

“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守教育法
律法规，履行教书育人职责，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到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为教育发展、国
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

铁城小学昨日则组织了“60后”至“90后”的四代教师代
表分享自己的教育故事。60后教师代表、铁城小学校长侯洁
与大家分享了师范的毕业照、老师给自己的赠言、自己与中
山第一届学生的合影、学生送给自己的贺卡及祝愿，还有30
年同学聚会的照片等等。“虽然中途有很多岗转业的机会，但
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些学生、这个职业。”

9月9日上午，三乡光后中心小学升旗礼后，全校90多名
老师，伴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在国旗下翩翩起舞，赢得
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最后全校学生献唱《亲爱的老师》，为
老师们送上了节日祝福。

亮灯送祝福
“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昨晚8点到9点，全市各中小学LED屏、公交车快车道站台、金鹰

广场大楼以及各户外大型广告屏都以“亮灯”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夏升权 陈慧 摄影报道

耕耘教坛满桃李
德艺双馨献余热

中山老教师何鸿境为教育事业倾注心血，退
休后致力发展老年合唱艺术

在中山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老团长何鸿境都被团员们昵称

为“何校长”。今年74岁的何鸿境1963年从中山师范毕业，先后辗

转于南头、东凤、石岐等地近十家中小学任教，担任校长。在条件

艰苦的年代，他坚守三尺讲台，鼓励学生完成学业，在体育教育薄

弱的时期，他亲自培训校游泳队，使游泳成为学校特色。退休后，

何鸿境加入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虽年过古稀却坚持对唱歌的热

爱，为老年合唱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

昨日,石岐中心小学举行活动，庆祝我国第35个教师

节。在表彰了一批优秀老师后，学生们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
目，声情并茂、主题鲜明地展现了师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通讯员 余俊 摄影报道

文/见习记者 王欣琳 实习生 曾雁湄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1945 年，何鸿境出生于中山小
榄，18岁那年，他从中山师范毕业。
回忆起毕业实习第一次上台讲课的
经历，何鸿境笑称，那种紧张情绪至
今难忘，“台下坐着很多学生，最后一
排还有我的任课老师和同班同学。我
站上台，双腿直打颤，声音也在抖，眼
睛只敢望着天花板。”

1963年，何鸿境进入南头镇民乐
小学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时教
学条件和教师待遇都十分有限。每个
年级只有1至2个班，每班20多人，小
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6岁，最
大的学生甚至只比何鸿境小两三岁。
教室里，几支粉笔、不平整的黑板和
课本就是老师全部的教学工具，无论
资历深浅，老师的每月工资为38元。

然而，面对艰苦条件，何鸿境甘
之如饴。每天几乎满课的他真心对待
每位学生，认真而严格地教好每堂

课。由于出众的教学能力和良好沟通
管理能力，三年后，年仅21岁的何鸿
境被推选为校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教育
的认识不足，入学率普遍不高，尤其在
农村地区，一些家长和学生忽视了教
育的重要性，辍学事件时有发生。为了
动员家长支持孩子完成学业，何鸿境
白天上课，晚上组织老师去村里家访。
农村的道路崎岖不平，鱼塘河涌与泥
巴路交织，加上没有路灯，家访之路变
得异常艰难。何鸿境说，最惊险的是过
桥，“那时的桥非常简单，由两条竹子
或者劈开的树构成。狭窄晃动的桥面
加上没有扶手和昏暗环境，让人胆战
心惊。我们要么坐在桥上一点点挪动，
要么趴在桥上匍匐前进。”

坚持家访的行为感化了许多家
长，家长对教育多了份理解，村里的
入学率和毕业率有了较大提高。

●刻苦训练 河涌里练出东罟小学游泳队

谈起教学风格，何鸿境坦言，
自己虽严格但充分信任学生。1971
年，何鸿境调至东凤镇东罟小学担
任校长。

东罟河网密布，孩子们喜欢玩
水，学校便开设了游泳课。但当时由
于教学条件有限、训练不足，在几次
中山县里的中小学生运动会游泳项
目中，东罟小学游泳队未能取得好成
绩。何鸿境与学校体育老师商量，决
心亲自带出一支训练有素的游泳队。

1972年，经过选拔，何鸿境组建
了一支 20多人的东罟小学游泳队。
在队中，他既是主教练，也是“炊事
员”，每天六点前，他便起床给学生做
早饭，带领学生在附近的河涌里游
泳。“无论寒暑，游泳队坚持每天早上

和放学后训练。我们在河中架个木板
当作终点，组织队员们比赛练习。”何
鸿境介绍，寒暑假期间他们还会组织
游泳队去县体校集训，每当这时，何
鸿境位于石岐的家便成为游泳队的
休息营，“17平方米的房子里，大家
打地铺横七竖八地睡地上。”

经过长期的“魔鬼训练”，东罟
小学游泳队在身体素质、技术、经验
等方面都得到提升，训练显著成效。
在 1974年的县运动会上崭露头角，
有好几个组别的成绩与县体校不相
上下。此外，游泳队先后向县体校输
送了许多体育人才，游泳队学生中
有后来的亚运会冠军冯强标等游泳
名将，游泳也成为东罟小学的特色
项目。

●不忘初心 提升团队实力唱出老年风采

全市教育大会表彰了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他们坚守师
者初心，用独特的方式方法因材施教成效卓著

“明灯”照亮学生成长路

没法用手语表达大量没法用手语表达大量
复杂的物理词汇复杂的物理词汇，，就像语文就像语文
老师一样用大量的板书帮老师一样用大量的板书帮
助听障孩子敲开了理想的助听障孩子敲开了理想的
高校之门高校之门；；英语成绩不好数英语成绩不好数
学却出类拔萃学却出类拔萃，，对这样的学对这样的学
生因材施教生因材施教，，使其获得了使其获得了
““20172017广东大学生年度人广东大学生年度人
物物””；；两年时间里一天不落两年时间里一天不落
地打电话与缺少父母关爱地打电话与缺少父母关爱
的学生聊生活的学生聊生活，，让孩子重拾让孩子重拾
自信……昨日的全市教育自信……昨日的全市教育
大会上大会上，，一批有理想信念一批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的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四有””好老好老
师接受了表彰师接受了表彰，，他们像一盏他们像一盏
““明灯明灯””，，照亮了学生的健康照亮了学生的健康
成长之路成长之路。。

在昨日上午召开的中山市教育大
会上，17名中山市名教师名校（园）长及
首届中山市名班主任受表彰。中山市石
岐杨仙逸小学的梁凤英老师，是获表彰
的3位名班主任之一。

当了 21年的老师，梁凤英大部分
时间的身份是班主任，在她看来这比单
纯做学科老师更有意义。“不是每个孩
子都能成为学霸，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
考上名校，但每一个孩子都是他自己，
他的成长影响一个家庭，我希望我的学
生都自信、阳光。”

班里曾有一名男生特别顽皮，有时
甚至会与其他同学打架。梁凤英知道，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与家庭分不开。通
过多次的家访，她了解到孩子的父母已
离婚，孩子与奶奶共同生活，缺少父母
关爱。心痛之余，她决定每天都用心与
孩子交流。“整整两年每天晚上我们都
打电话，不聊学习只聊生活，一直聊到

他毕业。”在这样的交流中，孩子感受到
的不是来自班主任的管理约束，而是一
种被关爱的重视。慢慢地，孩子不再顽
皮，学习态度也有所改变。孩子后来读
了中学、中职，学习厨艺。“有时候节假
日，他也会打电话给我，聊聊近期的生
活。虽然他没有成为尖子生，但能阳光
自信地生活，我感到很满意。”

文/本报记者 陈慧 图/受访者提供

2007年毕业后，刘小娟来到中山职
院任教，12年的从教生涯中，培养了许
许多多专注专业技能的“精英学生”。曾
获“2017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的中山
职院毕业生李坚坤说，遇到刘小娟，是
他求学路上最幸运的事。

“其实大多数学生在入校时，更多的
是迷茫。”作为机械制造自动化领域的教
师，刘小娟尝试着用专业化的角度，为适
合专业发展的学生提供“定心丸”。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
国赛一等奖，将有望被国内知名院校录
取。刘小娟引导学生从入学开始认识这
件事的意义，从选人开始，逐步挖掘学
生身上的“闪光点”。李坚坤入学时，英
语只有 20多分，但他的数学成绩非常
高，逻辑思维能力强，成为理想培养对
象，最终取得了好成绩。

“我们不断学习，摸索怎么更好地
培养学生。”刘小娟以全国职业技能竞
赛为抓手，带领团队参与学生的集训和
比赛，与学生们并肩作战。她的课从来
不会把学生们扔在一边，而是提出问
题，让学生们做方案，最后再帮他们修
正，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学生们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比赛前的模拟训练中，连续5
个小时的模拟过程她都陪伴学生完成。
此后，她的训练课程越来越成体系，训
练初期、中期、比赛前、进赛场后的应对
预案，都有了比较完善内容。

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更好培

养人才的方案，刘小娟还给自己“增压”。
2018年，刘小娟带领另外两位老师

奔波全国各地进行知识技能学习和充
电，准备 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二届
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国赛。
从教育者到实践者，刘小娟说当时参赛
背负了很大压力。尽管不被外人看好，
但刘小娟带着大家努力应对，最终荣获
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二届全国智能
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国赛——切削
加工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教师
组）赛项一等奖，同时被授予“全国技术
能手”称号。

“这给我的教学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刘小娟说。

近五年来，刘小娟指导学生参加竞
赛，获国家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省
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多名学生被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录取。
文/本报记者 隋胜伟 图/受访者提供

扫码看优秀教师名单

■“全国模范教师”谢金汉
独特的教学方法

助听障学生敲开高校大门

■“全国优秀教师”刘小娟
挖掘“闪光点” 培养“精英学生”

■“首届中山名班主任”梁凤英
曾连续两年每晚给学生打电话

“老师我爱您”

坚持发光发热的退休教师何鸿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