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她是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是一群残障儿童的“覃妈妈”，是家长心目中“孩子的再生母亲”，但却被女儿质问“你还记得有个女儿

呀”？10年来，她把所有精力献给了特教事业，为残障孩子打造了一个充满爱、充满欢乐的校园，帮助三都的特殊儿童重新树立信心，让他
们在爱的怀抱里健康成长，自由翱翔。10年，她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在美丽的都柳江畔，三都水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
被“淹没”在一堆民房中，和其他学校相比，这个学校
最特殊的就是很少听到朗朗书声。然而，就在这里，覃
春霞用耐心和爱心，开创了一群折翼天使的成长乐园。

用担重担任校长

1989年9月，20岁的覃春霞从师范学校毕业，在三都
水族自治县周覃小学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实现了自己
的教师梦。在教学上，覃春霞兢兢业业，很快从一名普
通老师做到了副校长，得到了三都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生
家长的认可，并评上小学高级教师职称。

每天上班，在美丽的校园内，听着同学们的朗朗书
声；下班回到家，相夫教子；周末走在乡间小路上，总
有学生或者家长亲切的道一声“覃老师好”，覃春霞觉得
人生充满了爱，生活洋溢着幸福。然而，2011 年的秋
天，一纸调令，打破了 22 年的平静生活，因工作需要，
县教育局决定把覃春霞调到三都水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
校担任首任校长。

“我一下子懵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特殊教育的
相关培训，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三都还有特殊学校。”

“什么叫特殊学校？需要怎么做？”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说，特殊学校就是聋哑学

校。”
覃春霞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但当组织找她谈话

时，她下定了决心。
“局长说，我们反复比对了，觉得你最适合，因为你

最有耐心，也最有爱心……”10年过去了，覃春霞依然
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

就这样，覃春霞带着4位80后的年轻教师，在三都这
个拥有 40万人口的水族自治县创办了第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当时整个黔南州也仅有3所这样的学校。

学生激动地叫我“覃妈妈”

要开办学校，首先得有学生，覃春霞和另外4名老师
的脚印遍布当时的21个乡镇200多个行政村，几乎走遍了
三都每个有残障孩子的家庭，给孩子作评估，动员家长
让孩子来学校。

“那时候路很差，很多地方都只能走路，我们每个人
的脚都起了大水泡，很疼，但每到一个残障儿童家里，
看到的都是家长的无奈和困惑，看到的都是孩子们的自
卑、无助和期待，我的内心更酸痛……”

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但是这些“折翼”的
孩子有可能是一个家庭最少两代人的负担。很多家长也
是第一次听说有特殊教育学校，知道自己的孩子居然也
能上学时，都激动地流下眼泪。当孩子们得知自己也能
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时，脸上更是露出从未有过的幸福
笑容和迫不及待的神情。那一刻，覃春霞就下决心，一

定要为这群特殊的孩子打造出一个求知的乐园，让他们
未来的生活多些光明、多些希望。

开办学校，还得有场所，当时学校是新建的，除了
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为了学生能尽快入校，覃春霞白
天走访，晚上回到学校置办各种教学设备设施、生活用
具，整理布置校园，因为资金比较紧缺，请不起工人，
覃春霞就带着四位女老师自己搬运课桌，自己安装床架
……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2011年11月21日，三都特殊
教育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学生到校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些孩子和想象中的不
太一样，我在开学之前精心准备的手语基本无法和聋哑
学生交流，第一次离开亲人的智力障碍孩子特别没有安
全感，不敢靠近我们……”

原来，几位老师之前临时学的手语都是标准的手
语，而孩子们熟悉的都是自然的手语，沟通成为几位老
师与孩子们之间的又一道坎，再加上陌生的环境，又给
这些从小比较自卑、内向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有些孩子生气就用头去撞墙、敲地，一些自闭症孩
子不听指令，到处乱跑乱串，一些脑瘫儿童吃饭时，饭
难以送进嘴里，有一些孩子还时常乱吼乱叫，甚至抓你
咬你……”

覃春霞及她的团队傻眼了，从来没遇到过，一时间
竟无从下手，教学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但她们也深知
既然选择就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再硬的骨头也要
啃下来……为了了解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心理需求和生
活习性，覃春霞只能创立了“24 小时陪伴”的教学方
式。住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学习，
有部分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不会穿衣吃饭、随地
大小便、尿床等，她就手把手的教他们怎样做，实在不
会做就帮他们换洗、收拾。有部分学生因为不适应学校
的新生活，哭闹着要回家，她们强忍着学生的乱抓乱
咬，抱着他们、陪着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
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像妈妈一样照顾他们，有时候还
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鞋、袜等生活用品。到双休日和节
假日，留守儿童和部分学生没有家长接其回家，覃春霞
就为他们煮饭，带他们玩耍，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

“通过近一年的‘24小时陪伴’，很多学生从心底接
纳了我、依赖我，把我当他们的妈妈，也慢慢融入了这
个大家庭，变得开朗了、自信了，以致于很多同学从不
喜欢来学校转变到不愿回家，生病要我带去看，有事都
愿意跟我讲，很多孩子都叫我‘覃妈妈’”。

家长亲切地称我为“孩子的再生母亲”

因和学生朝夕相处，覃春霞熟悉了解全校100多个孩
子的脾气秉性，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和特长，为
了能让这些折翼的天使残而不废，长大了能更好的回归

社会，成为自立自强的人，覃春霞又调整办学思路，拓
宽办学渠道，开始在职业教育和特长培养上下功夫。

学校首先成立了很多的课外兴趣小组，开设了马尾
绣课程，邀请马尾绣传承人为学生授课，让水族马尾绣
在特殊人群中得到传承。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及相
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和帮扶，在全县第二
届中小学生艺术节活动中，特校的舞蹈表演、葫芦丝演
奏、小品、刺绣等项目获得小学组三等奖的好成绩。这
次活动也让学生找到了自信，让教师看到了希望。现在
的三都特校相继开设了丝网花、藤编、钩织等手工艺
课。学校经常带学生参加省、州、县级各类活动、各种
比赛，让残障孩子们在活动中、比赛中展示自己，看到
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我。学校成功举办了四届“感恩
回馈社会义卖活动”，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
易的，让学生知恩感恩，让他们知道，只有自立自强，
未来才充满希望，只有练就本领，才能为将来走入社会
打下良好的基础。

至今，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聋哑孩子已经全部就
业，智力障碍学生，部分到县职中、州特校就读，部分
己经就业，这些孩子再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不是社会负
担，而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成为自立自强的人。特
校学生杨秀运、吴丽芬等还成为“全国残奥会田径冠
军”；石本仙等成为全省残疾人运动会游泳、羽毛球等项
目冠军，也培养了一批刺绣、编织能手、“聋人舞蹈”主
力。

女儿质问“你还记得有个女儿啊”

在工作中，覃春霞倾注所有，为教育，为残障孩子
奉献一生，成为一个好老师，而对于家人，她只有遗憾
和愧疚，自从她到特校后，吃住都在学校，女儿只能寄
宿在姨妈家。

“有一天打电话给她，平时很乖巧的女儿脱口说了一
声‘妈妈，你还记得有个女儿呀’，我的泪水喷涌而出，
我才意识到因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准备高考的女儿，甚至
把她生日也给忘了……”

自从到了特校，覃春霞便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校
管理上，很少陪伴父母，在父亲去世出殡的前一刻，得
知学校有重要事情，她也毅然回到工作岗位……

“姐姐说，平时六姊妹中，父母最疼你，但你却不能
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说到这，覃春霞这个“铁娘
子”放声大哭，采访中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覃春霞和所有老师的共同
努力下，三都特校先后被授予“先进职工之家”“特殊贡
献奖”“依法治校示范校”“贵州省巾帼文明岗”等荣誉
称号。覃春霞自己也获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省五一
巾帼标兵”“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黔南州优秀教育工
作者”“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黔南骄傲人物提名
奖”等荣誉。

““折翼折翼””孩子们的孩子们的““覃妈妈覃妈妈””
——记三都水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覃春霞

文/图 本报三都记者站 莫如能 蒙鸽 李荣发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
度，龙里县人民政府决定自8月起，为龙里县新设企业免费刻制
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印章、合同专用章5枚
印章，致力推动企业开办“零成本”。

该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着眼群众在办
理税务、银行、以及五险一金业务对财务章和法人章的迫切需
要，积极主动作为，在企业开办各环节部门开展广泛调研工作
后，形成专题报告报县政府，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该县人民政府表示，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为实现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减成本”，缩短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的前
提下，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免费为龙里新设企业刻制企业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印章、合同专用章 5枚印
章，着力提升龙里县企业开办“优于周边”的营商环境，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动力。

（胡美 本报记者 许兴德）

龙里：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本报讯 9月7日至9日，龙里县举办职业技能大比武，来自
茶艺、美发、健康照护、餐厅服务、酒店接待、平面设计、数控铣、
起重装卸操作工（叉车）等行业的项目人才入场竞技，同台打
擂。

通过为期两天的比拼，角逐出的优胜者将代表龙里县参与
贵州省举办的首届职业技能大赛黔南州赛区选拔。

据了解，为办好此次比赛，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提前做好参赛选手的心理辅导，鼓励他们积极应战，在比赛中
充分展示自己最佳的行业技能水平。同时要求相关人员要以
参赛事为契机，统筹做好出征新一轮大赛的服务协调工作及龙
里技能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建档归类等工作，推动龙里技能型
人才队伍建设，助力龙里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图为比赛现场。
（陈天玉 摄影报道）

龙里县举办职业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 9月 9日，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会同州、贵定县两
级应急管理部门与上海东瑞保险代理贵州分公司走进贵定县投
保安全生产责任险的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现场隐患排查、安
全知识宣传等专项服务活动。

活动中，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安责险团队结合高危行业风
险特点，特聘请了贵州大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两位技术人员
到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定县鑫源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就企业开采矿石、加工建筑耗材等安全生产方面潜在隐患逐
一进行排查，特别是选取了非煤矿山井上、井下作业面等高危工
作环境进行重点排查。同时在现场召开安全生产培训会，大力
普及生产安全、应急措施等相关知识，并在现场为企业管理人员
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技术咨询服务。两家企业管理人员纷纷表
示，此次专项服务活动中专家提出的风险防范整改建议对企业
的生产安全帮助极大，推动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各项工作
稳中向好，希望今后多开展此类活动。

据悉，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安责险团队下一步将会陆续走
进辖内十二县市投保企业，针对不同生产企业类型，邀请专业技
术人员，有序开展安全生产现场隐患排查服务、安全知识宣传、
安全演练等专项活动。让投保企业切实体会到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通过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有效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技术
和管理水平，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真正
发挥出安责险“安”、“保”相结合的特点，助力我州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 （左杨玲 吴紫花）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联合多部门
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三都特殊教育学校舞蹈《环》曾获2021年贵州残疾人
艺术汇演银奖

课余时间与学生玩游戏是覃春霞最快乐的时光课间，覃春霞用手语为学生解题。

本报讯 9月 6日下午 14时 25分许，三都水族自治县交警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电话，称自己车上有伤员，脚被刀具
严重割伤，大量流血，急需到医院就诊，向交警求助。

“有我们给你开道，你跟着我们走！”由于报警人途经路段有
多个红绿灯，为给伤者争取救治时间，接警后，三都水族自治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通过“天网”接到了求助人驾驶车辆，并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带领求助车辆直奔医院。

“当时我们到达姑鲁段后，看到伤者，伤情比较严重，脚部在
大量流血，然后我就驾驶警车，从姑鲁一直将他送往三都水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三都水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陆启飞说。

在民警的护航下，正常需要 20分钟的路程，仅 10分钟伤者
便顺利到达医院接受救治。

“昨天这个人受伤严重，我就打电话给民警求助，帮我开道，
护航到医院，下车后，民警还帮忙一起扶伤者到医院急诊，非常
感谢人民警察。”报警人吴天颂说。

据了解，由于救治及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已脱离危险。
（韦偏 本报三都记者站 李荣发 蒙学磊）

10分钟速援！三都交警为患者开道送医

本报讯 9月10日,第三十七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平塘县
中小学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以不同的方式，为亲爱的老师们
准备了一份节日的礼物，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鲜花贺卡感师恩。当天上午 8点，平塘县实验小学粱
敏群老师刚到教室门口。“老师，节日快乐！”清脆的童声
骤然响起，粱老师定神一看：同学们端端正正的坐着，笑
容十分灿烂，讲台上有序地摆满着了各种鲜花和一张张贺
卡。原来是同学们为了迎接教师节的到来，精心准备了

“鲜花和书信传情”活动，以鲜花、书信寄情，为老师送上

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国旗下讲话释师德。在平湖第一小学，老师们被孩子们

自发送上的祝福深深感动了。教师节当日上午课间操时，少
先大队学生代表主动集中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份成功，无不浸透着老师的心血与
汗水，无不来源于老师的栽培与辛苦，社会的每前进一步，无
不饱含着老师的辛劳与奉献……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往届学子恋师情。“又收到学生发来的短信，太高兴了！”
平塘二中校长激动的把短信截屏发给笔者分享。“低调做人，

踏实做学问。这是您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生活哲理。星光
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汗湿衣衫
激情讲课的您。愿老师工作顺心，青春永驻，桃李满门，节日
愉快！”这是学生王清富发自内心的祝福语。在全县其他中
小学，大部分教师当天也收到来自四面八方往届学生发来的
祝福短信，总计上万条。

诗词歌声颂师魂。在平塘县第四中学，各班学生自发举
办了教师节主题专栏，特意设计赞美教师的内容。“四度春风
化绸缭，几番秋雨洗鸿沟。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
秋。蚕丝吐尽春未老，泪烛成灰秋更稠。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来硕果满神州。”这是该校一个班在“专栏”中写的一首诗，
艺术生动地诠释了教师辛勤劳动的价值，表达了对教师奉献
精神的由衷赞美。

一直以来，平塘县教育系统高度重视“五育并举”工作，
坚持开展“尊师重教”、“我和我的祖国”等德育主题活动，营
造出良好的尊师重教、爱国奉献的氛围。 （李金喜 陆庆开）

平塘：金秋结硕果 师恩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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