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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芳国来说，成为教师

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她“真

离不开学生”。一天的工作下来，

卢芳国往往精疲力尽，但只要

一接到学生的电话，“就立刻有

了动力”。

“教师对我而言，不仅仅是

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如今，

变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从教 39 年来，卢芳国

精心打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

节，把知识讲透、把研究做深。

她先后承担中医、中西医结合

专业《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

学》等 8 门课程的教学。2008

年，卢芳国率领团队在国内开

辟了中医院校研发卫生部电子

音像规划教材之先河；在 2009

年实现全国中医院校《免疫学

基础与病原生物学》省级精品

课程的零突破；2015 年则以病

案讨论形式在国内率先开出《临

床病原生物学》；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 高质量建设国家

级数字教材、省级名师空间课

堂、省级线上一流课程；2020 年，

她主持的《免疫学基础与病原

生物学》课程获批全国首批国

家级线上一流课程。

成立省内高校首个
党代表工作室

“我想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

技能，还有为医学发展献身的精

神。”为此，卢芳国积极探索知

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新模

式，打造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

精品。她先后主持国家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国家级线上一流课

程、省级课程思政改革专项等教

研课题 20 项，主编课程思政特

色教材、全国中医药行业规划教

材、创新教材等18 部。

2018 年，卢芳国策划实施一

项教学改革课题——以课前播

放 5 分钟短视频小故事的形式，

让学生感受中医经典中的智慧和

力量。从白求恩的奉献精神到钟

南山的抗疫精神，目前，短视频

已更新 28 期，期期都受到学生

的热烈欢迎。

卢芳国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2019 年，她带领团队历经 2 年

时间，查阅医学书籍100 余本，

编写出版了《医学生必读育人故

事50 例》，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滋

有味、有情有义地融入书本中，

引领学生传承大医大爱、涵育医

德医风。“前两天出版社已经将

书籍印发并寄给我，我将免费送

600 本书给有需要的师生。”

卢芳国不仅关注学生们的思

想品德建设，同样也关注学生们

的成长动态。2018 年，在学校党

委的大力支持下，湖南中医药大

学成立了省内高校首个党代表工

作室。作为工作室的负责人，卢

芳国坚持每周四晚与学生谈心谈

话，就学业、考研、情感等方面

的问题为学生排忧解难，引导学

生“有话向党说、有难找党帮”，

工作室逐渐成为服务学生的“加

油站”，党代表履职尽责的“主

阵地”。

谈心谈话最要心力，每次离

开党代表工作室时，卢芳国常

常因为身心疲惫，而整晚都不

能入睡。甚至有时和学生聊到

很晚，卢芳国半夜才能回家，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只要

学生需要，她就能及时赶到。

曾经有一位正值考研关键

期的学生因为家庭变故变得消

沉寡言，得知情况后，卢芳国

主动找到了他，和他谈心，陪

他跑步。最终，在卢芳国的排

解下，这名学生摆脱了消沉，顺

利考上研究生。后来，每次见

到卢芳国，这名学生都会称她为

“卢妈妈”。

“好是相互的，你对学生好，

学生也会对你好。”在旁人看来，

为学生奉献一切的卢芳国是“着

魔”了，但她却能够从学生们的

细节中感受到他们的温暖，从

而对学生们更加的好。

宋阳玲：最可爱的乡村教师，给学生诗和远方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每每夜深人静，合上被文字

填满的备课本，邵阳市城步苗族

自治县第二民族中学宋阳玲老

师总会从书柜里找出一本诗集

再读上几首。她觉得，这样“最

解乏”。

诗集里收录的，并非名家大

拿的匠心名作，均是略显稚嫩却

不失灵动的学生诗句。可于她

而言，却弥足珍贵——里面的

一字一句，都浸染着她学生的

心血，更见证孩子们的成长。

“光阴似箭如梭，门前紫燕

回窝，心里愁思许多。琴弦弹错，

相思泪哪儿泼。”翻读着学生刘

湘创作的《相思》，宋阳玲的思

绪也在记忆深处缓缓流淌。

复兴文学社成校园风景线
1996 年，刚从邵阳师专毕

业的宋阳玲，原本可以到条件

更好的广州工作，但同乡长辈

的一句“年轻的老师留不住，

农村娃娃想读书都难”的感慨，

改变了她的人生选择——她选

择返回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躬耕在农村教育的第一线。

那时候，地处湘西南边陲

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基础教育

薄弱，家庭教育近乎处于失控

状态。旷课、沉迷网游、打架

斗殴……越来越多的“皮孩子”

给当地的校园教育无形中加重

了砝码。

“学生做错事，不能只批评。”

作为城步县西岩中学（现为城

步县第三民族中学）的一名语文

老师，宋阳玲认为，问题的关键，

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缺失上。于是，她决定用文学

寻找突破口。

“西岩中学是全县最大的一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绝大多数

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缺少

父母关爱，他们变得沉默寡言。”

宋阳玲于 2006 年将学校停办

多年的赧水文学社恢复，但除

去缺经费、队伍小等问题，最

让她苦恼的，还是学生不配合、

不积极。“一开始，没几个人来

报名。”

这时，爱好古韵诗词写作的

宋阳玲不由灵机一动。“从浅显

易懂的《唐诗三百首》讲起，让

学生通过诗歌爱上文学，传承

中华优秀文化。”闲暇之余，她

与同校老师开展文学采风、专

家讲座、油印文学社刊《淘金

者》，组织学生投稿参赛……

渐渐地，赧水文学社的队

伍愈加壮大——由原来的十余

人扩展至后来的上百人参加。

一时间，赧水文学社成为苗乡

城步一道靓丽的校园风景线。

让诗词进校园
2016 年，城步县诗词协会

成立，从事古韵诗词创作多年

的同校教师吴本忠邀请宋阳玲

加入学习。在散曲创作中，宋阳

玲决定尝试让诗词创作进校园。

“‘诗词进校园’的概念之

前没出现过，学校的支持力度

一开始也比较有限，甚至，还

有一些观点认为‘学诗词有什么

用，考试又用不上’。”宋阳玲

告诉记者，孩子的成绩固然重

要，但孩子的成长更重要。为

培养学生的诵读能力与诗文鉴

赏能力，课前5分钟的诗文诵读，

成了她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为了

让诗词教学有章可循，她还主

编了校本课程《传统诗词基础

教程简编》。

那时候，宋阳玲的办公房就

是孩子们的阅览室，来这借阅

书籍的、请她修改诗文的孩子

络绎不绝。闲暇之余，她还时

常带领学生读诗、赏诗、写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株“诗韵

之花”在苗乡校园愈绽愈妍。

文学的熏陶，不仅让留守儿

童的孤寂心灵得以安宁平和，更

让宋阳玲倾注更多的关爱。

每年的中秋节，宋阳玲都会

以“思念”为主题，让学生创作

一首诗。但在长年的教学生涯中，

总有“特殊”的学生出现。

“我讨厌过中秋节，更不想

写这种诗。”有一次，学生张玲

（化名）突然站起来大声反对。

宋阳玲并未呵斥，因为她知道，

孩子的母亲长年在外打工，难

免会有怨言。

下课后，宋阳玲送给张玲一

本《宋词》，并嘱咐她多看看里

面的诗句，“你会发现，思念一

个人也是件幸福的事”。果然，

一个星期后，张玲在归还《宋词》

时感触颇深，“从诗词中，我读

到了很多思念，也感受到了力

量。很多坎坷我们无法避免，

但我们可以选择乐观面对。”从

那以后，宋阳玲发现，张玲爱

笑了，性格也愈加开朗。

给孩子诗和远方
相似的人生转折点，也发生

在学生姜艺（化名）身上。

宋阳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姜艺是一名孤儿，与

奶奶相依为命。尽管性格内向，

但爱好写作。得知情况后，宋

阳玲随即通过联系社会爱心人

士，帮助她顺利上学，并主动

教导诗词创作。

“新春喜气盈，小草发芽声。

何处莺声啭，微风细雨行。”一

首发表在《诗词报》上的《吟春》

让姜艺至今仍自豪不已。更让

宋阳玲欣慰的是，“想成为一名

作家”的梦想让孩子确定了前

进的方向。

如今，宋阳玲辅导学生诗文

在各级报纸杂志发表 100 多篇

次，获国家级征文奖项近 200

篇次；她的教学论文及诗词等

文学作品在各级刊物发表近 60

篇次。值得一提的是，当学生

飞向诗词王国的同时，宋阳玲

也在成长。她的诗词尤其是散

曲作品在《中华诗词》《中华散

曲》等十几家报刊杂志发表。她

也先后获得“邵阳市最可爱乡村

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

2020 年， 宋 阳 玲 调 入 城

步县第二民族中学，过去的一

年里，她组建了新的校园文学

社——枫岭文学社，继续着校

园传统文化的传播，开展邀请

楹联专家来校授课等诗词活动。

其间，更多孩子创作的诗文在

《诗词报》《十几岁》《邵阳日报》

等刊物发表。

宋阳玲坦言，未来，她将

继续践行诗词创作教学。因为，

诗教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生

活除了眼前的学习，还有诗和

远方。“而我的诗和远方，就是

学生的现在和未来。”

卢芳国和学生在谈心。

宋阳玲在颁奖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