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事 小 学 教 育 30 年

间，石灵芝曾获得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优秀德育课

教师等荣誉。

2012 年，石灵 芝辞去

学校的行政职务，担任班

主任。在此后的 6 年多时

间，她坚持每周以教育叙

事的方式和家长们交流对

话， 写 下 了 240 余 篇、累

计百余万字的“工作日志”，

完整记录了59 个孩子从小

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成长

点滴。这些工作日志被家长

们亲昵地称为“公开的情

书”。石灵芝说，她最感激

的还是孩子，因为他们永

远带给她意想不到的惊喜。

今 年春节就发生了一

件让石灵芝特别感慨的事。

大年初三，她去探望父母，

和 母 亲在电梯间闲聊时，

一名背对着她们正在维修

电梯的小伙子突然站起来，

激动地说 ：“你是我的石老

师啊！”

她定睛一看，马上认

出这个小伙子是她当年带

的一个班上四门功课都不

及格的学 生。 石灵 芝说，

那时候她看出这个学生虽

然成绩不好但动手能力很

强，就嘱咐他妈妈以后可

以让他 学门手艺。 现 在，

小伙子已经是一家品牌电

梯售后维修部门的负责人

了。

小伙子对她说，很感

激她当年没有因为自己的

成绩那么差而骂他。石灵

芝说 ：“那不可能，我肯定

骂过你。”小伙子就说：“你

骂我的时候还带着笑。”石

灵芝告诉记者，她当时一

下就笑了。

“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孩

子。我工作 30 年，前 10 年，

我常用“教育”一词，中

间 10 年我爱用“养育”一

词，后面 10 年到现在，我

更常用“化育”。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教育是一门慢

艺术，‘七分等待加三分呼

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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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开思政课座谈会，
她是湖南唯一小学老师代表

永州“美家美妇”行动
如火如荼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左心如）
4 月 2 日，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

移民新镇的如意社区扶贫工厂正式投

产，厂房占地 1800 平米，可容纳 150

人就业。开工当天，快 70 岁的贾春英

和几个姐妹来到厂里，跟熟练工人们

学习技术和自动化设备操作。这是该市

“美家美妇”行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女

性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美丽画面。

自 3 月 4 日在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

山村开展四级联动“美家美妇”行动启

动仪式以来，永州市妇联至今已向全市

广大妇女发出“争做最美家庭 争当最

美女性——美家美妇共建品质活力新

永州行动”倡议书 5000 余份，发放“美

家美妇”清洁用品 200 余份。在市妇

联带领下，全市 11 个县 181 个乡 2984

个村四级联动，近十万户家庭和四十万

名女性参与签名，组建巾帼志愿者队

伍近 3000支，开展志愿服务 4000 余次。

到扶贫工厂参加培训的如意社区居

民贾春英说 ：“学会了就能在家门口解

决就业问题，不仅方便，还增加了家

庭收入。以后我要更好地参与‘美家

美妇’行动，争创小康之家，争当‘最

美家庭’，努力建设美丽家园，助力乡

村振兴。” 

岳阳市启动“伊人成长计划”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4

月 9 日，岳阳市妇联召开 2019 年妇女

发展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岳阳市“伊

人成长计划”女性素质提升项目。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亚丹出席会议

并讲话。

据悉，岳阳市妇联创办的“伊人成

长计划”，针对全市 18 周岁以上女性群

体，打造“追梦学堂”“魅力学堂”“优

雅学堂”“智慧学堂”“健康学堂”，营

造女性学习成长成才的氛围。会议还

提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娘子军”，要

求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对接资源来服

务妇女发展的需要、解决妇女发展的

难题，号召和动员妇女发展特色产业可

以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会后，广东圆康再生医学首席专家、

女性防癌“蓝丝带”行动大使袁瑾薇

开启了“追梦学堂”第一讲，为参会的

妇联主席、执委、女企业家等代表上了

一堂两性知识教育讲座。

娄星区开展反诈骗宣传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满春）

为进一步加强诈骗防范宣传工作，提高

群众防范意识，推动反诈骗宣传活动

向纵深开展，4 月 4 日，娄底市娄星区

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们结合平安家庭

和文明家庭创建，开展了以“全民动员、

全民参与，打一场反诈骗防诈骗的人民

战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反诈骗宣传活动，主要针对重

点人群精准宣传，向大家发放防范知

识资料，覆盖率达到 100%。志愿者们

现场讲解宣传反诈骗及防盗知识，传

授反诈骗和防范盗窃方法，特别是对

早出晚归不太关注新闻的老人、农村

学生家庭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易骗人

群进行了宣传。

■资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供图：受访者

“总书记好！我来自湖南湘潭，是一名小学班主任。” 3 月 18 日，湘潭市金庭小学 48 岁的石灵芝老
师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一天。她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受到接见。石灵芝是本次座谈会上来自湖南的唯一小学教师代表。

石灵芝是全国模范教师，本报曾于 2018 年报道她在 6 年时间里，写下了 240 多篇教学日志，完整地
记录了一个班级 59 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成长点滴的故事。她的教学日志被家长们亲昵地称为

“公开的情书”。
近日，石灵芝再度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她说：“总书记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微笑着点头。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见到习总书记

4 月 3 日，湘潭市金庭

小学教学楼 4 楼教室，一

堂关于安徒生童话《卖火

柴的小女孩》的语文课正

在进行，40 多个孩子争抢

着发言，气氛热烈，讲台

上的石灵芝老师严肃又不

失亲切。

40 分钟后，这堂课结

束了，见到记者的石灵芝

提起 3 月 18 日去北京参加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的事，连水都顾不

得喝一口，立马打开了话

匣子。

“3 月 18 日上午 9 点半

钟左右，我们 160 多位代

表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按

照指定的位置坐好。直到

看 到台桌 上一 张 普 通 A4

纸 上印着的座谈 会 议 程，

上面写着‘请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习近平总书记作

重要讲话’，我才知道要见

到习总书记了。”石灵芝说，

 从教育、养育到化育

这次去北京参加座谈会，石灵

芝说她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见到

了她的偶像之一——上海复旦大

学陈果老师。陈果老师在座谈会

上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有共鸣。“她

说‘家谱映 照了一 个人的一生’。

家庭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就像是

建高楼大厦的基石，基石打得好，

才能建优质的高楼大厦。一个问

题孩子其实背后就是一个问题家

庭的缩影。家庭教育搞好了，才能

为培养优秀人才打好基础。”

石灵芝是湘潭市最早一批获

得国家 二 级心理咨询师的老师。

2001 年，她开设了湘潭市第一间

小学“心理辅导室”，接待学生来

访，回复学生信件。连续 12 年负

责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石灵芝希

望能把育德与育心相结合、学校与

家庭共担当，针对 6 至 12 岁不同

年龄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帮

助孩子打好人生底色，让他们的

心灵得到滋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思政课教

师会讲故事、讲好故事。”石灵芝

说，她非常有共鸣，好的思政课

老师一定是讲故事的高手。在她

的课堂上，记者看到孩子们用日

记的方式分享了听完《两个口袋的

故事》和《狼和羊的故事》的感受

和体会。

“《两个口袋的故事》是讲人的

优缺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像口袋一样一个挂在左边一个挂

在右边。这是告诉孩子们既要看

到自己和别人优点，也要看到缺

点。《狼和羊的故事》是给孩子讲

善与恶。每个人心里都住着狼和

羊，这个故事是让孩子知道‘勿以

恶小而为之’。这样给孩子讲道理，

孩子能从故事里获得真善美的启

迪。”石灵芝说，不断创新育人方

式，在孩子心田播下真善美的种

子，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品德

得到成长，我们还任重道远。

会讲故事的老师才是高手

石灵芝和同学们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来后，

先和坐在第一排的教师握

手，我也很激动。”  

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持

续了近 3 个小时，石灵芝

称受益匪浅。

 翻开石灵芝的会议记

录纸，上面密密麻麻记录

了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思政课教师，

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我们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

是要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政

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座谈会结束时，热烈

的掌声又一次响彻大厅。

离开会场前，习近平总书

记绕场一周，同老师们一

一握手道别。石灵芝在握

手时介绍了自己 ：“‘总书

记 好！我 来自湖南湘潭，

是一名小学班主任。’总

书记一边和我握手，一边

微笑着向我点头，我感觉

肩头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当天晚上，抑制不住

激动心情的石灵芝连夜把

这次座谈会的感受和体会

写就了一篇文章。“写 到

凌 晨 2 点 多 钟，6000 多

字一口气写完。”

扫 一 扫，
共 话 思 政
课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