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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她让学校生源增长了近一倍

24岁，她成长沙最年轻的女校长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24 岁，有些人也许刚刚大学毕业，有些人还在不停
地寻找自己的定位，而她却将“小学校长”的头衔加在了
自己的名字前。

长沙县路口镇永兴小学校长谭娟，2011 年被任命为
校长，成为长沙地区近年来最年轻的女校长。近四年来，
她带领学校扭转“关停转并”的命运，她自己也连续多年
被长沙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4 月 10 日，这位年轻的女校长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24 岁任小学校长
“谭娟毕业就来我们学校当

老师，21 岁就当上了教导主任。
很不错！”4 月 10 日，长沙县路
口中心小学校长常柱强说起他一
手培养的爱将谭娟时，语气里满
是自豪。

一旁的谭娟，身材娇小，说
话轻言细语。不过毕竟做了近4年
的校长了，一举一动又隐隐透出些
成熟和干练。只是，面对前辈的表
扬，谭娟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等常柱强走后，谭娟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其实当年让
我当教务主任，是赶鸭子上架，
我还差点不干了呢！”

谭娟是湖南湘阴人，1986 年
出生，2006 年从长沙第一师范学
校音乐专业毕业时，她原本是想
当一名音乐老师。不过，在进入

长沙县路口镇中心小学一年后，
却身不由己的进入了行政岗位，
而且任职教务主任。这样的身份
转变对于刚出茅庐的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荣耀和认可。谭娟为什
么“差点不想干了呢”？

小学教务主任的职责之一是
在校长的领导下，负责协调老师
教学任务的安排，因为这涉及到
老师的利益分配，因此这个岗位
常常有点“费力不讨好”。在谭娟
之前，这一职位是每年都有人上，
每年又有人请辞不干。

但“教务主任”毕竟仍是一
个中层领导的岗位，特别是由毕
业才一年的年轻女老师担任如此
重要的岗位，难免引起了一些人
的不满。

“刚上任时，做什么事都很

难，最让人烦的是，电脑坏了都
叫不来人给我修。后来，又传出
我当教务主任是凭什么不正当的
关系。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谣言时，
脑袋就炸了，血往上涌，我拉开
门冲出去要找校长说我不干了。”
谭娟回忆起当年那一幕时还有几
分激动，她说当时“气得差点跟
人去拼命”，最终在几位老师的劝
导下，才平静下来没有做出过激
举动。

“那时年轻，容易冲动。其实
冲动并不能解决问题。从那以后，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我忍不下来
的了，而且我也慢慢发现，当你
能做到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
能忍时，事情往往就容易了。”谭
娟感慨地说。

谭娟后来的同事、长沙县路

口中心小学副校长黄光明就认
为：“谭娟这个人性格比较柔和，
遇到事情也善于变通。”

凭着温婉大度又谦逊待人的
处事方式，21 岁的谭娟在中心小
学这个一度被认为是最难当的教
务主任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再
也没有人对她非议刁难，她也积
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2011 年，在学校推荐下，谭
娟参加了长沙县教育局组织的后
备干部的培训，之后她被正式任
命为路口镇永兴小学的校长。这
一年，她刚好 24 岁。

长沙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戴
伟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是长沙地区近年来第一位 24
岁的小学校长，也可以说是担任
小学校长时最年轻的女性。”

上任伊始，被家长投诉
在很多人为谭娟能当上永兴

小学校长而感动高兴时，谭娟自
己却知道，自己不是来享福的。

长沙县路口镇永兴小学，因
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很多家
长不愿意送孩子来此上学，导致
生源逐年减少。学校最少的时候
只有 30 名学生，曾几度被提出是
否“关停转并”。

2011 年谭娟来这个学校时，
学生也才一百多人，教学设施简陋，
学校甚至还赊欠 5000 元，无力
偿还。为数不多的几名老师大都人
心思走。

永兴小学是否“关停转并”
的命运就系在年仅 24 岁的谭娟身
上。

一个 24 岁的年轻人能改变什
么？这是当时学校大部分师生和
家长的不解和疑惑。更让谭娟没
想到是，她来没多久，就被一名
家长投诉到了长沙县教育局，“罪
名”是“拒收学生”。

原来，谭娟走马上任后，为
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首先就提
出要严把“生源”关，按照规定
要求没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坚决
不能入学。当时，就有一名还没
到入学年龄的孩子被学校拒收了。

“这名孩子的家长当时在学校
大吵大闹，然后告到村里，又告
到中心小学常（柱强）校长那里，
最后还打电话到县教育局去投诉
我。”头一次当校长就遭人“投诉”，

谭娟说，“当时心情好沮丧”。
与此同时，学校里一些年长

些的老师对这么一个说话细声细
气，谦逊温和的年轻女校长多少
也有些不放在眼里。在一次例行
会议上，一名年长的老师先是无
故离开，回来后又公开反对会议
上已经表决通过的决议。

“谭校长发火了。”永兴小学
26 岁的教师戴笑颜回忆说，“对
方可是当时我们这里资历最老的
老师。”

一向温和大度的谭娟没有再
做“老好人”，而是头一次态度严
厉地将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我是
对事不对人，他根本反驳不了我，
后来我发现我的威信倒是这样建

立起来了。”谭娟笑着说。
校长的身份被认可后，谭娟

带领学校所有老师牺牲节假日的
休息时间逐家逐户地对学校一百
多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同时在村
里宣传学校提高“生源质量”的
意义。“家长大多很通情达理的。”
谭娟的努力最终被很多家长慢慢
接受和理解。而通过这番耐心的
走访和沟通，那位“投诉”的家
长也终于明白，谭娟所做的符合
规定，而且，也是为孩子们好。

后来，谭娟又想办法筹措资
金改善教学条件，并为学生安排
校车免费接送。年轻女校长的工
作局面总算打开，学校的教学工
作开始向着良好的方向前进。

搞定最顽劣学生
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比较

顽劣的学生。但每个老师处理的
方法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会不一
样。

在永兴小学，也有不讨很多
人喜欢的学生，小强（化名）就
是其中一个。“他是我们这里最顽
劣的一个孩子，好多老师盼星星
盼月亮地盼到他终于毕业，以为
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他父亲却
把他送到学校来要求再读一年。”
谭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小强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
长大。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
亲常年在外打工。“他的行为可以
说特别不可理喻。平时就是欺负

别的孩子，学校放假他可以带领
一帮孩子用铁锯割开老师宿舍窗
户的钢筋，然后把老师房间翻个
底朝天。”谭娟说，当时所有的
老师都不肯再接收他，但孩子的
父亲特别坚决，一定要再读一年。
谭娟能够理解这样一位父亲的心
情，也不想让别的老师为难，便
决定自己来管教。

为了让小强听话懂规矩，谭
娟想了很多办法，又是进行家访，
又是放学后给他单独开小课，但
都没什么用，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以后。

谭娟回忆，当时一群孩子因为
欺负一个小孩都被她叫到了办公室

罚站，小强也在其中。当时，其他
孩子都指证小强是那个挑头的，谭
娟看到小强对同伴的集体指责很不
服气，而且他自己也否认。“相信
他还是不相信他，我确实也考虑了
一下，最后我想，相信他一次，也
许强过对他的一次责骂。”谭娟说，
事后证明我的相信是对的，那个被
欺负的小孩也告诉我，最先动手的
的确不是小强。

“也许是对我信任他的一种
回报，从这件事以后，我让他别
再干的事，他基本上不干了。他
开始认同我，信任我。”谭娟说，
从那以后，她也要求学校的老师
要以更温和细致的方式对待每个

孩子。课余时间，谭娟自己也会
和一群孩子下跳棋或者聊天，有
时，一些女孩子就会在旁边拨弄
她的头发，给她编辫子。渐渐地，
学校里孩子们做得过火的事情再
也不见了。

在谭娟任永兴小学校长的近
四年时间里，该校老师队伍建设
进一步增强，教学质量也不断提
高，生源也增长了近一倍。谭娟
自己也连续多年被长沙县教育局
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对于将来，谭娟希望能将永
兴小学打造成为一所真正具备完
全功能的完小，将校长这个角色
真正做到位。

检坛芙蓉
别样红
记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
察院的女公诉人们

文 / 姚恩明

3月 20 日，湘潭市雨湖
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 8 名
女检察官们获得湖南省总工
会授予的“湖南省芙蓉标兵岗”
称号。

据该院检察长龚铮宏介
绍，该科这 8 名女干警占全
科干警人数的 61.5%。其中法
学研究生学历1 人，本科学
历 7人，平均年龄不足 29 岁。
历年来该科案件质量考评一
直位居湘潭市公诉系统前列，
先后荣获湘潭市检察机关先
进集体、市“芙蓉标兵岗”、
全市“执法为民、服务群众”
先进集体，市公诉工作先进
集体、市争先创优先进集体、
市“青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
称号。该科办理的朱某非法
拘禁一案被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评为“检察长推荐十大精品
案件”，该科探索的简易程序
案件出庭被评为“2012 年湖
南省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法治
事件”。

近 3 年来，该科共受理
辖区各类刑事犯罪案件 1579
案 2530人，提起公诉 1168 案
1888人，重点打击故意伤害、
抢劫、绑架、强奸等严重暴
力犯罪，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遏制
了辖区刑事犯罪案件的高发
态势。

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
女检察官们以女性特有温情与
细腻，注重促使案件当事人认
罪服法，从心灵深处进行感
化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2010 年 8 月，在办理 17
岁少女朱某非法拘禁一案中，
该科科长杨艳发现朱某抵触
情绪大且存在较为严重的心
理疾病。为此，女检察官们
便邀请心理咨询专家多次对
朱某进行心理矫正，最终帮
助朱某转变了态度。她不仅
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后悔，
而且向已经 4 年没有交谈过
的母亲诚挚道歉，母女 2 人
重归于好。

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
同时，该科女检察官们还积极
参与本院民调创新的“社区大
讲堂”活动，丰富社情、民
情经验，为办案提供知识保
证。

2009 年以来，公诉科先
后多次选派女干警参加本院

“社区大讲堂”主题讲座和法
制小品演出，成为该院民调工
作的主力，有效拉近了检察
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距离。2011
年，该院“社区大讲堂”活动
被评为全省十大优秀创
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