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邵晓鹏

7月1日，银湖中学校长祝弘平的办公室

里迎来了一位老人——刚毕业的厉同学的

爷爷，特意从家里赶来，向校长表达自己对

学校和全体老师真挚的谢意。这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呢？

“我对这位爷爷很面熟，因为每周一的

早上都能在校门口看到他送孙女来校。”祝

弘平回忆说。在今年的中考中，厉同学凭借

出色的发挥成功考上了富阳二中，这让从小

把她带大的爷爷非常开心，所以特意来校表

达谢意。祝弘平倾听厉爷爷讲述了家庭的

情况以及厉同学的刻苦努力，还从厉爷爷那

里得知了学校老师们对厉同学的关心和爱

护，“我听了之后很激动，厉同学和老师们的

故事，正是我们学校‘让初中阶段成为我们

人生的快乐驿站’办学宗旨的写照。”

当天下午，祝弘平和厉同学的初一、初

二班主任彭幼红以及初三班主任陈斌，一起

来到厉同学的家中，为她做了初中阶段最后

一次家访。

“学校的校长好，老师好，学生也好。”一

坐下来，厉爷爷就连说了三个“好”来夸奖银

湖中学。他说，他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也

不会写感谢信，只是单纯地到学校找祝校

长，当面表达他对学校和老师们的谢意。

到达厉同学家中时，她正在辅导表弟写

作业，看到自己的校长和老师们来了，连忙

起身迎接、泡茶。待所有人坐下来后，她讲

述了这三年来她和老师们的故事。

“我最感谢的是科学课闻金莲老师。”厉

同学说。刚入学时，她的科学成绩不是很理

想，基础比较薄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时候，闻老师找到了我，主动提出让我可以

在周末去她家接受辅导。”就这样，从七年级

下半学期一直到九年级毕业，厉同学几乎每

个周末都会到闻老师家中补课，她的科学成

绩也从七八十分提到了一百三四十分。

“我曾经想让孩子带一些感谢费给闻老

师，但她都拒绝了，从来没有收过。”厉爷爷

在一旁补充说，“最后一次补课，她对我说，

‘只要孩子懂事，学习好，能够考出成绩，就

满意了。’”

不仅是在学习上，闻老师还在生活上无

微不至地关怀厉同学。“闻老师知道我家境

不是很好，经常给我饭卡里充钱，一充就是

200元。我身体不好的时候，闻老师总会给

我买营养品。我学习压力大、失眠的时候，

闻老师跑了两三家店为我买眼罩和药。她

看到我鞋子破了，还给我买几百块的鞋子，

闻老师就像我母亲一样……”说着，厉同学

的眼睛红了。

初中三年，厉爷爷担心厉同学最多的并

不是成绩，而是她的心理状况。为此，他经

常和班主任陈斌打电话。“我们之间的沟通

非常好，每次打电话起码半小时，我会和爷

爷说一说孩子在校学习生活，爷爷也会和我

说起家里的情况。”陈斌回忆说。

厉同学性格坚毅，做什么都不轻言放

弃，这也导致她在做一些比较难的数学题时

钻牛角尖。“陈老师总是耐心地一遍遍告诉

我要学会取舍，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两道做

不出的难题可以放弃。”厉同学说。在中考

前，她又面临了选择——是报富阳二中的分

配名额招生，还是在中考时冲刺报考富阳中

学，“陈老师和我说，要合理规划，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这给我指明人生的方向。”

“还有彭老师，她经常找我聊天，教导我

人生最重要的是人品，要学会感恩和宽容，

她的谆谆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厉同学

说。她还记得中考前，校长祝弘平来到她们

班，上了一节心理辅导课，“祝校长告诉我们

要学会合理控制情绪，为中考做好准备，这

对我的发挥帮助很大。”

虽然家境贫寒、母亲常年患病，但厉同

学觉得，在银湖中学就读的她是一个幸运的

学生，“拥有这么好的校长，这么好的老师，

使我取得了令自己和家人满意的成绩，我对

母校感恩不尽！”她说，她的梦想是将来当一

名教师，“如果梦想成真，我将投身教育事

业，感恩母校，感恩社会！”

学生家长为什么
到校长办公室表达谢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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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升学本科的机会
2012 年，郑赟以低于当时普高最低分数线

100分的成绩进入区职教中心医药专业学习。她
就读的是学校与海正药业合作开办的海正班，高
二时学生参加分流考，可以选择毕业后就业或者
升学。

“我高一高二时还不懂事，成绩也没那么好。”
郑赟坦言她是到了高三才醒悟，“下定决心一定要
考上本科，因为我不想只能安于现状。”所以，在高
三的那一年，她的心里只有“学习”。

每天清晨5:40，郑赟起床洗漱，吃完早饭，6:20，
她已经在教室自习。她参加的是高职考，考试科目
不仅有语文和英语这两门主课，还有化学、生物制
药、药剂学、药分学等专业课。“对我来说，化学比
较难，从初中开始就不是很好，所以只能靠死记硬
背。有时候，也会利用休息时间请老师帮我答疑、
补课。”她回忆说。

高三这一年，郑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背诵，因
为要考的这几门课都有大量需要记忆的知识点。
午睡课，她拿着书，背诵一会儿，睡一会儿；上完晚
自习回到寝室，她洗漱完了就开始背诵；熄灯了，
她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诵。

“郑赟是个很文静的女孩，只专注于学习，每
门课都很均衡，没有特别差，也没有特别好。”郑赟
的高三班主任骆明群回忆说。让她印象最深的

是，“郑赟能静下心来做事，而且只要下定决心，就
一定会坚持下去，所以她当时考上本科，再到现在
考上研究生，我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上，刚进入高三学习时，郑赟所读的生物
制药专业并没有完全确定能上本科，“这个专业上
一届的学生还没有本科的升学渠道，”骆明群解释
说，当时，她经常嘱咐郑赟她们，“我告诉他们，尽
管还不确定本科招不招生，但一定要设定好考本
科的目标，时刻做好准备，机会来了才能抓住。”终
于，在2015年4月，浙江万里学院发布了面向中职
生的生物制药专业本科招生简章。

“老师们都穿着红色的衣服送我们进考场，还
为我们准备了文具、风油精，让我们很受鼓舞。”郑
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在2015年6月参加高职考
的情形，她也是区职教中心成立后的第一届高三
学子。最终，她以总分527分的成绩考入浙江万
里学院生物制药专业本科就读。

爱做实验的她，顺利考上研究生
进入浙江万里学院就读后，郑赟发现，相比普

高升学的同学，她在高中三年就学习了扎实的专
业知识，这让她比那些同学更有优势。

在专业学习上，郑赟最喜欢的就是“泡”在实
验室里——从早上8：00 进实验室，她一直可以待
到晚上9:00，中间吃饭也都是叫外卖。

做实验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仔细，比如
实验中的某样成分加多或加少了，都会造成很大
的误差。”郑赟说，有时候实验做失败了，她都会边
重新做实验边思考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会导致误
差等。

在大学里，郑赟参加了三届全国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获得了两次二等奖，一次一等奖。在核
心期刊《华西药学杂志》上，郑赟还发表了一篇学
术论文《羟丙甲纤维素空心胶囊对诺氟沙星胶囊
剂溶出行为的影响》。

大三时，郑赟决定要考研。因为她觉得，“我
学的这个专业，如果不继续考研深造，本科毕业了
可能只能到药厂制药，不太会有机会参与研发。”
于是，她在学校专门设置的考研自修室里开始复
习。

6:00起床，7:00到教室自习，11:00吃饭，饭后
不午睡，直接回教室自习，一直复习到21：00再回
寝室休息。没有老师监督，一切都靠自觉，就这样，
郑赟从大三后的暑假开始，一直复习到大四考研。

越努力，越幸运，郑赟如愿收到了浙江万里学
院生物工程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6月12日，
她参加了本科毕业典礼。结束后，她主动向学校
申请在校做实验，为下学期开始的研究生学习做
准备。

“把每一场比赛打好，比出自己
想要的成绩”

这是陈毅凡第一次出国比赛，他坦言“压力
有点大”。虽然获得了铜牌，但他觉得自己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摔好，没
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他说原因有很多，有些细
节没有做好，比如因为时差，他没有睡好，赛前也
没有调整好，摔的时候很累。

谈到这次比赛的收获，陈毅凡说认识到了自
己的不足，“回去要把自身加强，在下一次的比赛
中，我会好好休息，赛前好好调整心态。”据了解，
陈毅凡马上要参加全国青年运动会摔跤比赛和
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摔跤世少赛。对于参赛目标，
他当仁不让地说：“当然想拿冠军呀！”他还补充
说：“把每一场比赛打好，比出自己想要的成绩，
现在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2017 年杭州市第十九届运动会国际古典式
摔跤比赛冠军、2018年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古
典式摔跤比赛冠军、2019年全国U17国际古典式
摔跤锦标赛冠军……今年16岁的陈毅凡已经获
得了多个省市乃至全国比赛冠军头衔，在2018年
进入浙江省摔跤队后，他今年又被选拔进入了中
国摔跤队国家青年预备队，成为2022年杭州亚运
会的重点培养对象。

在优异成绩的背后，是陈毅凡刻苦训练的汗
水。每天，他都要做大量的体能训练、力量训练、
跑步训练等，“每天练得超级累，但很充实。”他
说。这些训练多了，他也会和队员们一起打篮球
或者踢足球，调整状态。

在摔跤实战训练中，陈毅凡经常主动向一些
年龄比他大、实力比他强的队友发起挑战。“找比
我强的人摔，可以积累经验、提升能力，我能够成
长得更快。”他说。

从一个小胖墩成长为全国冠军
陈毅凡出生于鹿山街道南山村，在鹿山中小

（现东吴小学）三年级就读时，他被选拔进入学校
摔跤队。

“当时陈毅凡还是个小胖墩，身体条件不算

出色，但很喜欢摔跤，而且他爸爸很支持他学摔
跤。”陈毅凡的启蒙教练张兴平说，浙江省摔跤队
出身的他从2012年开始担任鹿山中小（现东吴小
学）摔跤队教练，“当时我们摔跤队队员以五六年
级的学生为主，只有他一个三年级学生，练得很
刻苦。”

在张兴平的印象里，陈毅凡性格很要强，参
加训练时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动作。“他当时就
很喜欢挑战比他强的队员，虽然基本上都是输，
但下一次还是要上。”张兴平说，他很喜欢陈毅凡
这股拼劲和韧劲。2013年3月，陈毅凡被推荐进
入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学习国际古典式摔跤。

在陈毅凡不断取得好成绩的背后，还有一直
默默支持他的家长。“他蛮喜欢这一行的，很懂
事，吃得起苦，我们做家长的很为他骄傲。”陈毅
凡的爸爸说。虽然陈毅凡常年在外训练，但父子
俩每天都要打电话交流，“我们就像兄弟一样，聊
训练，聊生活，但他很少会和我说训练的辛苦。”

除了鼓励陈毅凡外，陈爸爸在电话里嘱咐得
最多的是，“思想品德最重要，首先要做好人。”而
陈毅凡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很孝顺，说得最多就
是让我注意身体，每次回家，都会用自己省下来
的钱给爷爷奶奶买礼物，对教练也很尊重。”对于
陈毅凡的未来，陈爸爸说：“希望孩子更加努力，
为祖国争光，为东吴小学争光！”

“自古英雄出少年，陈毅凡通过自身努力，从
一名乡村少年成长为全国冠军，他就是我们东吴
小学孩子们身边的少年英雄。”东吴小学校长俞
小祥为陈毅凡点赞。他说，东吴小学正计划寻找
身边的英雄人物，让孩子们学习英雄的精神品
质，“下学期，我们打算邀请陈毅凡来为东吴小学
的学弟学妹们上开学第一课，讲述他的拼搏故
事。”

通讯员 黄刚记者 邵晓鹏

大源镇育才学校是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
2006年8月开始办学，因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十
多个少数民族，学校创设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校
园文化，围绕民族团结做好各类教育文章。通过
十几年的努力，学校民族教育特色凸显，校园和
谐美丽的氛围逐渐形成。

2010年6月，育才学校正式开始组织爱心假
日学校活动，并一直坚持办学，至今已有十年，累
计开设班级近100个，接收学生（主要为外来务工
子弟）3000多人次，是富阳区自开办“假日爱心学
校”以来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办学点。

在十年的“假日爱心学校”办学过程中，育才
学校始终坚持“让我们的孩子度过可学、快乐、安
全的暑假”的宗旨，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借助外
力，拓宽渠道，突出重点，丰富载体。

为确保假日爱心学校的顺利开展，育才学校
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分管校长为副组长（具体
负责人），其他中层以上干部为成员的“假日爱心
学校”办公机构，认真制定工作计划，落实爱心学
校各项工作任务。

假日爱心学校，学校是根本，“老师”很重

要。育才学校利用平时的教室作为爱心班的教
学场地，以本校党员教师为爱心班的教学主体，
同时充分调动镇内人才资源和特长人员，特别是
发动五老人员、在职教师、回乡学生、大学生村官,
邀请他们积极参与爱心学校的教育帮扶，累计发
动100多人次参与其中。

同时，育才学校以假日爱心学校为载体，先
后与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处
签订了临时合作协议，不仅丰富爱心班的师资和
课程，更为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提供了平台。

办学初期，通过各方努力，育才学校还与爱
心企业杭州珍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现富阳区假

日爱心学校冠名企业）进行结对，并受到了企业
的资金支持。

假日爱心学校既要创新，更要育人。育才学
校在这两方面上下足功夫，认真落实常规课程，
包括民乐、书法、合唱、舞蹈、足球、剪纸、航模、阅
读写作、绘画、暑假作业指导等；精心设计组织拓
展性课程，包括爱国宣讲、红船精神征文等红色
课程，消防安全、防震减灾、禁毒、防溺水、交通安
全等橙色课程，环保小卫士、垃圾分类、废物利
用、环保征文、环保绘画等绿色课程，青春期教
育、道德讲堂、慰问敬老院等青色课程。这些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认知和实
践等多方面得到发展，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创造
和收获的快乐，在合作的过程中享受交流和分享
的喜悦，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体会到第二故乡的
温暖。

育才学校的假日爱心学校从无到有，十年的
坚持，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接下来，学校将认真
做好总结，既要总结优点、发扬优点，更要查找办
学过程中还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
努力做到更好。同时，也将不断扩大工作覆盖
面，不断拓宽办学思路，充实师资力量，建立起假
日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自古英雄出少年，摔跤小将出“东吴”

陈毅凡获摔跤亚洲少年锦标赛铜牌
2019年 7月2日—6日，2019年亚洲

摔跤少年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举
行，东吴小学输出的、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
校摔跤运动员陈毅凡代表中国队出战，凭
借出色的表现，勇夺古典式80公斤组铜牌。

郑 ：从中职生到研究生的蜕变斌
贝

近日，富阳区职教中心收到了一封喜报：经过在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生物制药专业四年本科刻苦努力的学

习，校友郑赟成功考取了该校研究生，将在生物工程领域的遗传基因方向攻读硕士学位。

7年时间，从中职生到本科生再到研究生，郑赟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踏实勤奋，努力拼搏，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变。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陈敏

记者 邵晓鹏

十年坚持 初心不忘

大源镇育才学校“暑期假日爱心学校”办学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