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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群：扎根苗乡 烛照学子

陈立群在台江县民族中学早会上与学生交流。
陈立群在台江县民族中学早会上与学生交流
。
在全国人民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 35 个教师节到来之
际，中央宣传部 9 日在北京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陈立群的先进事
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远赴苗山只为心愿
“儿去贵州，不为功利，不求
功德，只为心愿。”决定到 1400 公
里之外的台江支教，陈立群与年
已九旬的母亲告别时这样说。
2016 年，曾任浙江省一级重
点中学学军中学校长、头顶“全国
名校长”光环的陈立群，从坚守
30 余年的岗位上退休。当时，国
内多家民办中学向他伸出“橄榄
枝”，年薪都在 200 万元以上，但
他都一一婉拒了。当年 8 月，一
次校长培训的机缘，他应中组部
台江扶贫工作组和台江县委县政
府之邀，来到千里之外的苗山深
处，任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当
问及有何条件和要求时，他开出
的唯一“条件”是：分文不取，
扶贫
支教。
初到苗岭深处，陈立群还没
能适应当地饮食的辣味，学校落
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怠惰的教风
学风也让他频频“皱眉”：食堂设

施老旧破损，
住宿条件简陋脏乱；
听语文课，一位老师讲了一刻钟，
才回过神来“讲错了”；一位数学
老师上课只凭“信马由缰”的发
挥，根本没有准备教案；上自习
课，交头接耳声此起彼伏，
沉迷手
机、无心学习的学生很常见。
“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心与
责任感。
”这是陈立群常对师生们
说的一句话。作为教育工作者，
他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
要求，而这也成为他开始“铁腕”
治校、改变学校积弊的精神动力。
上任之后，陈立群将“爱与责
任”作为台江民中的办学精神，
从
解决学生“食堂吃饭”问题开始，
全面规范加强学校行政和教学管
理，推进校园教舍等基础建设，
构
建校园文化体系。不称职教师被
调岗“下课”
，吃饭不再排长队，
全
校实现寄宿制管理，学生散漫风
气大大改变……
短短半年后，台江民中的各
方面工作均取得实质性突破，教
师的精气神、学生的上进心、领导
班子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

培养骨干唤醒心灵
“所有的帮扶总是暂时的，
所
有的支教总是要结束的，关键在
于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造血功能。
”这是陈立群对支教
工作的看法。如何变“输血”为
“造血”
？一时治校的成效如何长
久保持？他把为当地培养骨干教
师纳入了计划。
“和凯里一中的老师一起
‘同

课异构’，让我找到了差距，虽然
压力很大，但确实能促使我快速
成长。”参与培训后，台江民中的
一位老师感受尤深。
在陈立群出资和推动下，台
江民中启动《青年教师培养行动
计划》，针对不同老师情况提出了
“小荷工程”
“ 青蓝工程”
“ 名师工
程”
培养计划，
建立“同样一门课，
支教的老师讲一节、本校老师讲
一节，互相听课、互相评课、互相
学习”
的“同课异构”
教学方法。
此外，陈立群针对台江民中
教师大都毕业于本地院校的实际
情况，
建立了“走出去”
培养制度，
三年来，
已经派出 8 批 134 名教师
到杭州重点中学学习。

星星之火照亮未来
鼓励辍学学子重返校园、陪
伴生病孩子输液到深夜，陈立群
用爱心呵护着他的学生，成为他
们心中的“陈爸爸”
。
陈立群更将教育改变命运的
理念传到了苗寨。“真正的脱贫
是精神脱贫，我的心愿就是让苗
族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大
山。”这就是陈立群的心愿，他
号召老师们走进寨子、走进学生
家中做宣传动员工作，大力宣传
“考出一个孩子、脱贫一个家
庭、带动一个寨子”，启发群众
重视教育，用教育阻断贫穷代际
传递。
三年多来，陈立群将越来越
多的苗乡学子送到了他们向往的
学府，为苗乡播下希望的种子。
2018 年，台江民中 901 名学生参
加高考，450 人考取本科，增量
从全州垫底冲到了全州第一。11
年来，台江高考没有一个考生上
过 600 分，这一次“破纪录”达
到 8 人。陈立群带来兴师重教的
“星星之火”
，正在成为照亮苗乡
孩子们未来的那缕光。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的快
乐和幸福就在于能给孩子们一双
翅膀，让他们能在我们的肩膀上
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这双翅
膀，就是我们的爱与责任。”陈
立群说。
据《光明日报》

增强透明度 才有可信度
□夏 鸿
公益，听起来就是一个无与
伦比的美好词汇。每个人的微小
善意，都能让世界更美好。9 月 2
日，微博、
媒体、公益机构、爱心企
业联合发起“人人公益”活动倡
议，不少具有相当网络影响力的
微博号转发微博纷纷响应。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带
来的不仅是人们生活条件的提
高，也对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起
着重要作用。虽然公益在我国目
前还不够大众化，但公益事业的

发展前景，必定会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进来。
时代在进步，公益模式也已
悄然改变，如今的公益活动往往
会与信息化技术结合起来。人们
通过网络的传播来参与公益活
动，参与门槛更低、捐赠方式多
元，真正实现高速、面广的效果。
互联网公益可谓是给公益事业打
开了“另一扇窗”
。根据民政部的
统 计 ，自 2016 年 9 月 1 日《慈 善
法》施行以来，已有超过 10 亿人
次通过网络进行捐赠。
不过，尽管“95 公益周”
“99
公益日”等活动的推出，
激发出全
民公益的高潮，但日益发展的网
络公益问题频出。部分怀有恶意
的人员和组织利用公众的同情
心，打着公益的旗号来敛财，
频繁
出现诈捐、假公益的乱象。更有
甚者通过编造死亡、重大疾病等
“卖惨”的故事来进行苦难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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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公众的爱心善意。
公益问题一再发酵，挫伤的
不仅是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靠
同情诈骗更是触及了人性和法律
的底线。如何提升互联网公益的
公信力和透明度，成了社会关注
的新焦点。
加强对公益参与人员和公益
过程的管理或许是解决这个难题
的重要途径。公益执行情况与财
务数据的透明化，
自觉接受社会大
众和政府的监督应该是最基本的
要求。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参与机
构资质的审核，
毕竟现在中国人不
缺参加公益的时间与金钱，
缺少的
是可信赖的机会与渠道。至于悲
情故事，
人生苦难时提供帮助是人
道主义的基本情怀，
但打动人心的
从来不只是悲天悯人，
还有带着希
望的未来。当世人从网络公益活
动中看见了更多美好，
善意和爱心
自然会永续流动。

湖南娄底

礼遇好人出实招

9 月 9 日，湖南省娄底
市文明办联合市中心医院
开展“迎国庆，送健康”
礼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免费体检活动，为全市 126
名 “ 中 国 好 人 ”“ 湖 南 好
人”以及市级以上道德模
范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记者了解到，此次体
检每人的体检套餐价值
2000 元，区分了男性体检
套餐与女性体检套餐，囊
括了 20 多项必检项目。活
动中，不仅市中心医院健
康管理中心积极配合，为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设立
免费体检专场，开辟绿色
通道，提供健康关爱咨询
服务，还有志愿者一对一
现场服务，形成了人人礼
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
良好氛围。市中心医院党
委书记吴小阶说，“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是这个时代
的先锋，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他们以自己平凡的行
动和付出，影响着周围的
每一个人。通过给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免费体检，
希望能够带动社会各界，
从更多方面回报好人。
”
娄底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彭一伶

表示，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标
杆、文明楷模，是时代新
风的引领者、践行者。希
望通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更
多的市民用实际行动加入
到模范好人队伍中来，为
娄底成为好人之城、模范
之城增光添彩。
近年来，娄底市不断
建立健全道德典型帮扶礼
遇制度，印发了 《娄底市
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礼遇
实施办法 （试行）》，出台
了 《全市道德模范奖励帮
扶办法》，并抓典型、树标
杆，孕育文明风尚。在帮
扶礼遇方式上力求多样
化、人性化，对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提供走访慰
问、邀请出席节庆活动、
赠阅报刊、免费游览市内
旅游景区、免费体检、入
学就业等特殊困难帮扶等
礼遇政策，在鼓励道德典
型为社会发光发热的同
时，帮助道德典型解决实
际困难，努力让道德典型
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享
关照、社会上受尊重，树
立起好人有好报的鲜明价
值导向。
据中国文明网

精神文明新实践
笑容礼仪
笑是人的一种生理现
象，也是人们思想感情的
外露。它具有沟通感情、
传递信息的作用。笑容能
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
感，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安
全感、亲切感和愉悦感。
初次见面，笑容是问候
语；逢年过节，笑容是祝
贺歌；交往有误解，笑容
是道歉语；送别友人，笑
容是欢送词。笑容是人们
相互交融、相互感染的过
程，能够创造出融洽、和
谐、互尊、互爱的气氛，
能够减轻人们身体上和心
理上的压力。
笑 容 程 度 生 活 中 ，笑
有微笑、轻笑、大笑等许多
种，其中最美的是微笑。在
礼仪交往中，经常要使用到
几种不同程度的笑。
微笑 微笑是最富魅力

的体态语言之一。发自内
心的微笑是渗透情感的微
笑，包含着对人的关怀、
热忱和爱心。微笑是指不
露牙齿，嘴角的两端略向
上翘起，眼神中有笑意。
人际交往中为了表示尊
重，相互友好，微笑是必
要的。微笑是一种健康
的、文明的举止，一张甜
蜜的带着微笑的脸总是受
人喜爱的。
轻笑 指嘴唇轻启，露
出牙齿，眼神中笑意更深
的笑容。在表示热情的欢
迎、愉快的会谈、高兴与
某人相识等情境下会使用
轻笑。
大笑 大笑时眼睛变
小，嘴巴张开。人们往往
比较欣赏男士的开怀大
笑，而女士在大笑时应用
手略遮掩一下嘴部。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