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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悟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陆有富一直把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果
说我传的是诗教，而且是广义的诗教，要把中国诗歌里边
这一份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品格、修养传下来，那我真
的是有这样的理想，我也真的是有这样的意愿和感情的。”

1983年出生的陆有富已经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了。他很早就与古典诗词结缘并
深深爱上了传统文化，高考中，他也有幸得遂所愿，被内蒙
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录取。在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期间，陆有富凭借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努力钻研，把在古典
文学作品课上所学的诗词文赋全部背诵下来，这为他以后
的教学研究和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陆有富又考取了南开大学著名学者叶嘉莹的博士，继续攻
读古典诗词专业，叶嘉莹导师给他的评价是：“为人之诚笃
与治学之勤勉”。

博士毕业后，陆有富又回到了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任

教。他不断补充新知识，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深受学生
欢迎。作为一名班主任，他细心了解每位学生的具体情
况，并积极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近4年来，他以个人名

义推荐40多位学生获得菩提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将收到
的7万多元和1000余本传统文化教材分发到学生手中，
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在他的带领和帮
助下，他所带的2011级汉语言文学本科实验班有20位学
生先后考取了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
昌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考取研究生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
3/4。

陆有富深知，教书、读书是终身的事，这并不只是表
面说说而已。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热情投入
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立志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
学子。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大中小学校开展经典诵读与
诗歌评赏相关专题讲座。2013年，陆有富被聘为“中华
经典资源库”（内蒙古）讲解专家，所讲视频内容由人民教
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他编注的诵读教材《千家诗》于
2013年 6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 8月修订后
再版……陆有富说，他现在所做的这些，目的都在于使诗
歌发挥其内在的陶冶教化作用，进而温润人心，激发起人
们对于世界万物的真诚感受和关怀情意，培育古典诗词生
命长流的继起者。

陆有富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初见飞龙，干练、得体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这
正符合他“IT”从业者的形象吧。

飞龙是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别看他是个
“85后”、年纪轻轻的，已经在自己的领域里小有成就：不
久前，他带领学生研发出一款高效的蒙古文自动校正系
统。该系统的诞生，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使用蒙古文国
家标准编码当中存在的大量形同内码错误、后缀使用错
误等问题，校正准确率达到了97%以上，对进一步规范和
正确使用蒙古文国家标准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实，近几十年来，很多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专
家学者们都致力于研发蒙古文校正系统，但校对文本的
正确率始终停留在50%左右，校正效果不尽如人意。作
为学院的年轻学者，又有多年的信息处理经验，飞龙觉得
自己有责任担当起这一重任。他想到了一个突破难题的
新办法——运用“中间码”，蒙古文中有许多元音外形相
同但其所示意义不同，运用“中间码”理念可以把所有外

形一样的词用一个中间字符表示，结合上下文本内容，再
把这个中间字符对应其正确的词义。思路确定以后，实
验便展开了。2015年年初开始，飞龙和2名学生，在有3

台电脑的实验室里，开始了每天超过10小时的钻研。这
期间，飞龙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时间，一心致力于系
统的研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年半多，终于，在2016年
下半年，系统研发成功，几十年的难题被飞龙攻克了。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目前的这种状况，仍在不断优化蒙
古文自动校正系统，发现失误立即解决。

在学生眼里，飞龙就是一位“死磕科研”“相当敬业”的老
师。协助他完成蒙古文自动校正系统研发的学生王勇告诉记
者，飞龙老师总是实验室里最早来的、最后走的，每天雷打不动早
上8点就到了，一直到晚上9点才离开，有学生心疼他，让他早点
儿回家，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早走过。学生们都很崇拜他这位年轻
学者，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涉及多个领域，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信息检索和蒙古文处理等方面都有较高的科研成就。

飞龙于2001年考入内蒙古大学读预科，之后再进入
本科学习、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再到留校任教，在内蒙
古大学已经有整15年的光景了。一直以母校为骄傲的飞
龙如今已让母校为之自豪。目前他所带的研究生超过20
个，研究方向呈现多样化。飞龙饱含深情地说：“我爱内
大，要一直留在这里！”

飞龙 提高蒙古文校正系统校准率

□本报记者 刘志贤

21岁进入农村学校教书，从教27年来，她虽然辗转
了多所学校，却一直“钉”在乡村学校的讲台上。

她叫贾凤英，现任内蒙古航天小学五年级（2）班班主
任并从事语文教学工作。航天小学是典型的农村学校，学
生大多是住宿生，他们的衣食住行班主任都得操心，工作
琐碎而繁重。从周一到周五、从清晨到夜晚，贾凤英坚持
比学生起得早睡得晚，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11个小时。
工作虽然很累，但她知道：对家长来说，班主任代表着学
校，肩上扛着“信任”二字；对学生来说，班主任代表着家
长，身上有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业
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学生付出一颗真心与爱心，让孩子们
健康成长。”贾凤英说。

回顾 27年的教学生涯，贾凤英充满了感慨：“20年
来，我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钉’在哪里，先后在
6所乡村学校任教。我一直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不管
走到哪里都要尽职尽责，闪闪发光。”记得早些年，农村
条件差，教学只有教科书和粉笔，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贾
凤英自制各种教具。她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让学生
学会每一个知识点。

贾凤英深知，要把一门学科教好，不仅需要提升专业
素养，还必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树立自
身良好形象，做到忠于职守、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到
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她非
常清楚自己的行为涵养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做
到既教书又育人。多年来，贾凤英不曾旷过一天工：每

天的早操、课间操，她与学生一起出操喊口号；每周值日
大扫除，她也作为班级的一员参与劳动；只要学生在校，
每天晚寝时，她必到宿舍察看，确保一切正常安全后再
离开；在教室内，只要见到地上有纸屑，她就捡起来丢到
垃圾箱内；在学习上，她要求学生准备纠错本，自己也准
备一个大的纠错本；要求学生答题认真规范，由此她也
要求自己每节课板书都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形成“高
效课堂”的教学模式……她常说，教师自己的行为规范、
以身作则对学生是无声的教育和有力影响。正是这种“忠
于职守、以身作则”的教育理念，她成了学生的好朋友和

“知心大姐”。
贾凤英还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成熟的班级管理模式：民

主管理、民主决策、充分信任学生，以此为教育理念，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和管理的积极性。她所带的班级多次
荣获“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

真心付出总能得到回报。贾凤英清楚地记得几年前
她收到的一封信，信的题目是“贾老师让我从梦中醒来走
出山沟”。原来，这是她20年前教的一位学生赵丽英寄来
的一封信，如今，赵丽英已经实现了当初的理想，写信来是
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的。读完那封信，贾凤英高兴地哭
了，或许，“桃李满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就感吧。她幸福
极了……

贾凤英 27年“钉”在乡村学校讲台

□李艳红

用纪英奎的话讲，自己扎根乡村教育有多方原因，有怀
恋儿时乡土生活气息回报父老乡亲的缘故，也有立志让当
地儿童摆脱贫穷落后、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

1992年7月，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刚从师范学校毕业
的纪英奎来到了扎兰屯市蘑菇气乡三合村，在这儿一干就是23年。

23年里，纪英奎身边的老师来了又走，而他却矢志不
渝地耕耘在三合村这片土地上。好多人不解：“三合村这
么偏僻落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他们怎能知道我的内心？三合村虽然贫穷，但这里
的百姓淳朴善良，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我舍不得这些孩子。更主要的是，我同样有着一个贫苦
的童年，是从贫穷和困苦中走来，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
才顺利完成学业的。人生经历给了我特别的爱，我也要
把‘献身乡村教育事业，不负父老乡亲厚爱’作为我的人
生目标。”纪英奎动情地说。

纪英奎初到三合村学校时，学校人员紧缺，往往是一
位教师要独撑一个班级的全天全部课程。为让学生学到
更多的知识，他不仅把语文、数学等主课上好，还努力把

音乐、美术、思想品德和自然课等都上得津津有味。
纪英奎是班主任，他用心关爱着每一名学生，特别是

那些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
在2013级毕业班中，一名姓于的学生的母亲体弱多

病，父亲又患有精神疾病，面临辍学。纪英奎知道后，多次到

这个家庭了解情况，之后，他联系村委会为这个家庭办了低
保，并倡议师生发起募捐，让这个孩子重返校园。

20多年来，纪英奎以多种方式资助了10多名将失学
的贫困学生，让这些孩子抓住了以求学改变命运的机
会，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纪爸爸”。

“在我眼里，成绩从来不是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
准，对于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哪怕花费再多的精力，我都
没有放弃的念头。我坚信‘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学不
好的学生’。”纪英奎说。

爱是具体的，也是琐碎的，纪英奎每天早晨巡视教室
时，都要看看学生有没有到齐，是否吃过早餐，各种学习
用品是否带齐了，学生有无身体不适……

常常有老师羡慕他：“学生为什么喜欢上你的课？你
和学生的关系咋那么亲？”

纪英奎总是笑着回答：“我是用心灵赢得心灵啊！”
23年来，不知有多少个学生在无意中喊纪英奎“爸

爸”，他心中总是热乎乎、沉甸甸的。
他相信，随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城乡教育差距会越

来越小。
纪英奎，用心灵继续坚守农村教育阵地，为农村儿童

健康成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爱心。

纪英奎 孩子们心中的“纪爸爸”

劳 动 者
的节日又要如
期而至了。在
这个赞美广
大劳动者 的
节日里，怎能
少得了教书
育人、坚守三
尺讲台辛勤
劳 作的人民
教师们？有这
样一句评价教
师 的 名 言 ：

“教师是太阳
底下最光辉
的职业。”寥寥
几个字，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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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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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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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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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枫逸

日前，教育部发文鼓励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
置。目前，湖北、四川、辽宁、浙江等地的部
分学校食堂的后厨已经实现视频监控，并
在就餐区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展现在师生面
前。

舌尖上的安全从来是中国人最为关注
的话题之一，而食品安全问题一旦牵涉到
校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会更大。后
厨监控直播的出现，把食品卫生置于阳光
监督之下，对于改善校园食安环境起到了
积极作用。

不过，“后厨直播”并非校园食品安全的
全部。一方面，食品安全涉及多个环节，包
括原料采购、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品储
藏、用水卫生等，“后厨直播”只是展示了加
工制作、清洗消毒的过程，并不能涵盖整个
食品安全链条。再者，眼见未必为实，摄像
头也有其局限性，食堂人员不规范操作等显
性问题可以暴露出来，食材质量等隐性问题
却无法直接通过监控发现。因此，单纯依靠

“明厨亮灶”并不足以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打造校园“透明

食堂”，满足学生和家长们的知情权、监督
权，强化外部监督的约束力，步子还可以迈
得再大些。比如，食材透明化、可追溯。食
材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学校应该将所购食材
的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信息予以
公示，让师生们吃得放心。据报道，今年上
海就将建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让
每份食材都有“身份证”。这种做法值得其
他地方借鉴推广。

再比如，监管信息公开。“后厨直播”带
给人们的是直观感受，学校食堂究竟好不
好，还得拿数据说话。有关部门也要做好
对校园食堂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检查结
果不应止于内部掌握，也要及时向社会公
布，对存在的问题不护短、不遮羞，把查处
结果和整改情况晒出来。这不仅可以提振
公众对于校园食品安全的信心，还能够增
强校园食堂的自律意识，降低和消除食品
安全风险及隐患。

校园“透明食堂”
可以更“透明”些

自治区高职院校竞技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日前，2017年自治区高职院校技能大
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赛项在兴安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教育
厅、自治区高职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主办。大赛进一步强化了自治区参
赛院校对“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的理解。最
终，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获一等奖，内
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荣获二
等奖，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化工
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赵广智）

中外专家学者在呼伦贝尔
研讨俄语教学

由呼伦贝尔学院科学技术处、俄罗斯
后贝加尔国立大学对外俄语教研室等主办
的第五届“现代中国俄语国际科学实践研
讨会”近日在呼伦贝尔学院举行。来自俄
罗斯后贝加尔国立大学、蒙古国东方大学、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医科
大学、海拉尔区外事办公室的12位专家学
者和呼伦贝尔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化学院
的全体教师及外籍教师出席研讨会。与会
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俄语教学涉及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及课程建设、俄语教学法、语言
的文化内涵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主题
发言和广泛研讨。 （来源呼伦贝尔学院）

内农大举办2017届毕业生
春季双选洽谈会

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毕业生
就业质量，4月16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
了 2017 届毕业生春季“双向选择”洽谈
会。本次洽谈会共有 146家用人单位参
加，提供就业岗位5335个。据悉，该校本
届毕业生达8000余人，在洽谈会现场，部
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初步就业意
向。 （来源内蒙古农业大学官网）

阿盟举行首届“校园科技周”活动

为了普及全盟中小学生现代科技知
识，激发学生科技创新热情，探寻青少年科
普的新途径、新机制和新模式，近日，阿拉善
盟科协、教体局联合举办全盟首届“校园科
技周”活动。活动以“创客、创新、创造、成
长”为主题，开展了科普课堂，并展示了青少
年科技创客活动的部分作品，各式各样的科
技作品让在场学生啧啧称奇、目不暇接，激
发了他们对现代科学的浓厚兴趣。

（来源阿盟教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