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而伟大的老师，用粉笔挥洒激情，默默无闻，用生命熔铸崇
高，无悔无怨。奉献赤诚一片，育得桃李满天下。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以创建教育强市为抓手，以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为目标，大力普及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发
展普通高中教育，做大做强职业教育，2014年全市高考本科、大专上

线人数均比去年有所增加，全市教育事业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成绩
的背后，离不开全市教师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我市9位优秀教师系列报道，作为在第3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向全市教师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献上的崇高敬意
和诚挚祝福！

优秀教师
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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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前几小时还在讲台上
1991年，陈珲超从湛江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当时

她属省级分配指标的毕业生，有机会到更好的城市环
境工作，但她毅然选择到远离都市的家乡山村学校去。

带着理想与责任到山村任教，须耐得住清贫，更须
拥有比常人更坚韧的意志。多年以后，陈珲超曾教过
的1995届毕业生仍忘不了这一幕：挺着大肚子的陈老
师上午上物理课时，突然大汗淋漓倒在讲台上，被学校
员工用摩托车送到医院……学生们下午就听说陈老师
当妈妈了。几天后，学生们去看望老师，正在‘坐月子’
的陈珲超，还拖着病弱的身体，要给学生补课……

多年后，陈老师谈起此事时，她承认，当时年轻、大
胆、偏执——“快要中考了，为了学生，也顾不了那么
多，但现在回想都害怕”。

陈珲超在山村学校任教，持续至今已23年。山内
黄镜秋学校远离墟镇，初中学生大部分是住宿生，他们
的衣食住行，教师们尤其是班主任都得操心。教师正
常上班时间每周五天，可陈老师通常是七天——周六
周日学校不开饭，她还要为班上没回家的外地学生做
饭，学生们在她家吃饭是常事。

从清晨到深夜，陈珲超坚持比学生起得早，比学生
睡得晚，繁重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陈老师说“作为班
主任，对家长，我们代表着学校肩扛责任；对学生，我们
代表着家长履行义务。”

当困难留守儿童的“母亲”
学校土贫地僻，绝大多数学生家长靠外出打工来

维持生计，学生中的单亲孩子、孤儿、留守儿童居多。

孩子们往往因与亲人的交流不足而内心空虚，一些留
守儿童为了宣泄烦恼甚至行为极端。在农村教育资源
匮乏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特殊的学生家庭状况因材施
教，成了陈珲超面临的第一个难关。

陈珲超常换位思考，用“假如我是孩子”和“假如是
我的孩子”的处事原则对待学生——少了苛求，多了宽
容，少了埋怨，多了理解，少了指责，多了尊重。

20多年来，陈珲超教过的学生都知道，饿了，可以
到她家里吃；病了，可以到她家里住；没钱了，可以找她
借；陈老师的家就是学生们的家。

10多年前，家境贫寒的学生小利该念初三时，家里
根本无能力再供他读书。当时，陈珲超给他垫了学费，
但小利伙食费又成了问题。当年月薪仅300多元的陈
珲超义无反顾地留下小利，每月还给小利五十元钱做
生活费，资助小利读完初中。小利没有辜负老师的关

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县二中免费读完高中的机会。
虽然小利到县里念高中，但陈珲超对小利的资助并没
有中断。去年春节，到深圳工作的小利回来看陈珲超，
向这位胜似父母的老师递出烫金的工程师证书，两人
都泪流满面。

每逢节假日，也是陈老师最开心的日子，在全国各
地工作的昔日学生纷纷寄来祝福的明信片，让她体会
到“桃李满天下”。

2004年，初三级的学生李春被老师批评后，第二
天无论如何不肯再上学。父母长年外出打工，从小随
祖父生活的李春，任性而偏激。几天后，父母回家把李
春带到学校，在校长和班主任开导下，孩子勉强答应再
回校上课。但一周后，李春又坐不住了。校长把这事
交陈珲超处理，陈老师进行仔细调查后得知，初二时，
李春父亲就答应念到初三就把他转到深圳读书，但最

终没有成行。而李春早把“到深圳读书”一事在同学面
前说开了，为此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不愿上学。陈珲
超致电李春父母，让他们请假回来一起研究李春的帮
教问题，并制定了转化教育方案。家人的关爱，同学的
温情，让李春转变观念，专心学习，初三毕业后，他考上
遂溪一中。

二十多年来，陈珲超累计帮扶留守孩子达500余
人。每学期初，她都要对留守学生进行全面家访，并建
立专门的家庭联系卡，然后汇总分析，对症下药，让学
生从关爱中寻求前进的力量。

悉心照顾患病婆婆
去年教师节，陈珲超收到在珠海格力集团工作的

李春的祝福短信：“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
是神，陈老师，您是我心中崇高无上的神”。

陈珲超当然不是“神”，她在积极投身工作的同时，
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同样要面对油盐酱醋五谷杂
粮。2012年春节期间，年过八十的婆婆患上老年痴呆
症，生活不能自理，陈珲超的家庭担子骤然加重。但陈
珲超把应对难题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精细统筹分
配好经济和时间，使工作家庭两不误。

在当地，陈珲超的出色工作和至诚孝道出了名，以
致她面临不敢出门买菜的尴尬——山内村小菜市的肉
菜贩，不是学生家长便是她的“粉丝”，他们总是少收或
不收陈老师的钱。

创新教学激发学生潜力
至今担任班主任21年的陈珲超，尤其注意培养学

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善于鼓励学生大胆担负班级工作，
多年来，她所带过的班，凝聚力非常强，学风积极上
进。2010年，她班里的黄梅珍同学评为“湛江三好学
生标兵”，2011年，她的“和谐满校园”主题班会获得湛
江市教育局表彰，2012年，她班里的郑华连同学被评
为湛江市优秀学生干部。

作为物理科教师，陈珲超潜心教改，努力探索课堂
教学，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为突破口，提
高学生成绩。

为激活学生的求知欲，陈珲超的办公桌底下总是
堆满别人看来是废弃物的杂物，这些东西成了陈老
师上实验课的“仪器”。陈珲超的“以学生为中心、
面向生活”的物理实验教学法得到有关专家的肯
定。在教研室老师的指导下，她继续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总结经验，于2011年 7月在《湛江师范学院学
报》发表论文《在物理教学中如何渗透道德素质教
育》；2011年8月在《读学算》发表教改论文《中学物理
教学多媒体应用优势分析》。陈老师任教的物理科
中考成绩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县前列，近十年来连续8
年被评为县中考先进教师，2012年、2013年被评为湛
江市中考先进教师。

策划：林小军 谢湛高 李波

既传知识，更传大爱
——记山内黄镜秋学校中学物理高级教师陈珲超

遂溪县界炮镇山内黄镜秋学校中学物理
高级教师陈珲超，23年扎根穷僻山村学校教
书育人，身处清贫，却甘之如饴，无怨无悔；长
年关爱资助贫困留守儿童，传授学业，更照顾
生活，有情有义。

23 年来，陈老师用青春践行承诺，任劳
任怨，换来累累硕果。她先后获得遂溪县优
秀党员、遂溪县先进教师、遂溪县师德标兵、
湛江市优秀班主任、湛江市南粤优秀教师称
号。陈老师连续 8 年被评为县中考先进教
师，2012、2013 年被评为湛江市中考先进教
师；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山村教师；2013
年获第二届湛江十大好人称号；2013年9月
被湛江市教育局选为师德演讲团成员，并随
团到各县、市进行演讲；2013年12月应湛江
师范学院邀请，在农村优秀教师培训班作一
次别开生面的讲座；2014年被广东省教育厅
推荐评选全国模范教师。

陈珲超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做物理实验。 本报记者 李波 摄

记者 林小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关公告
徐关缉公字〔2014〕002号

我关于2014年8月1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苏坑南向工业区查获
下列车辆，当事人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
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限有关案件当事人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徐闻海关接受调查，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我关
将对下列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关

公 告
徐关缉公字〔2014〕001号

我关于 2014年 8月 1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路查
获下列车辆，当事人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限有关案件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到徐闻海关接受调查，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我关
将对下列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上接第A06版）
●欧挺（父）陈群（母）遗失欧
展榕（男婴）出生证，证号：
440299536，声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山柑村经济
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正 本 ， 核 准 号 ：
J5914000038503，声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山柑村民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
本，核准号：J5914000124103，
声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山柑村民委
员会遗失刻有“陈思耀”字样
的私人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忠劲（父）林桂华（母）遗
失徐温翔（男婴）出生证，证
号：H440185727，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大道
085 号袁高海遗失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一本，编号：规划

NO[95]472号 ，声明作废。
●吴军（父）周翠白（母）遗失
吴柳玲（女婴）出生证，证号：
K441289957，声明作废。
●雷州市英利镇武寮村033号
陈康林遗失粤GM6897车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湛440800044612，声明作废。
●雷州市南兴镇高田村新建
049 号袁怀忠遗失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登记证一本，证号：
湛战0703371，声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公益经济联
合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证明书副本，证号：粤
农集字第 088208005000，声
明作废。
●刘海鹏（父亲），魏仕偏（母
亲）遗失刘冠佟（儿子）的出
生医学证明一本，出生证编
号 为 ：L440248811，声 明 作

废。
●徐闻县海安镇东山村 049
号苏翠免遗失徐闻县公安局
2013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徐闻县角尾乡放坡村 163
号林国庆遗失徐闻县公安局
2011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徐闻县前山镇上岭村 061
号王月丽遗失徐闻县公安局
2007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廉江市城北街道办新风中
路五横巷 5号林美荣遗失廉
江市公安局2012年签发的身
份证，声明作废。
●廉江市安铺镇东大街环溪
路 106 号赵景文遗失廉江市
公安局 2010 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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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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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劳斯莱斯轿车

劳斯莱斯轿车

宝马轿车

规格

幻影

古思特

750LI

数量

1辆

1辆

1辆

备注
徐关扣字〔2014〕002号

车架号为：SCA1S68404UX07081
悬挂号牌为粤AJU182
徐关扣字〔2014〕002号

车架号为：SCA664S09AUX34456
悬挂号牌为粤BN9628
徐关扣字〔2014〕002号

车架号为：WBAKB81009CY54267
悬挂号牌为桂MG3529

序号

1

名 称

英菲尼迪
越野车

规格

QX56

数量

1辆

备注
徐关扣字〔2014〕001号

车架号为：
JN8AZ2NE6D9042608
悬挂号牌为鲁E6676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