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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江 晨 童抒雯

7月4日下午，义乌市苏溪镇初级

中学校长朱建军的手机响起，来电人是

“罗盛教”。他立马接通电话：“罗老师，

身体有没有好一点？等你出院了……”

朱建军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

一个呜咽的女声：“朱校长，罗盛教去

世了。”

打来电话的是罗盛教的妻子胡妙

贞。朱建军从她口中得知，罗盛教于当

日14时45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四医院呼吸医学中心离世，享年57

岁。按照他本人意愿，遗体标本将被送

往浙大医学院，他的一对眼角膜将捐献

给眼疾患者。

罗盛教是苏溪镇中教师，担任过

教务主任、副校长等多个职务，2015

年开始担任校工会主席一职。“算一

算，他从事教育行业已有30余年。”朱

建军泪流满面地感慨，“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罗老师真的做

到了。”

不敢相信，却又相信
7月5日上午，苏溪镇中召开教师

例会，主要针对暑期学生防溺水和防

诈骗工作。对于学校道德与法治·历

史与社会教师俞航波来说，这是一场

普通的会议，直到她得知罗盛教去世

的消息。

“罗老师确诊为肺癌晚期后经常去

医院，我们对他的情况也有思想准备。

但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俞航波说，

5月底罗盛教还回学校参加了教师会

议，汇报工会的一些事务。在她心里，

罗盛教一直是头发浓密、精气神十足的

状态。

俞航波是2006年到苏溪镇中任

教的。当时学校将科学与社会两门

学科教师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所以

她和罗盛教见面的次数比较多。此

后，他们还3次搭班。罗盛教工作认

真积极，无论是教学态度还是教学成

绩都很好。最令俞航波印象深刻的

是他心怀大义、关心百姓疾苦的那股

劲儿。

“国家就应该重拳出击、加强整

治，还老百姓一个清明的社会。”某次

社会组教师讨论国家反贪扫黑时，罗

盛教愤慨地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加

入群聊，每次社会组教师讨论时事

时，罗盛教都会加入进来，强调作为

教师，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对

得起国家。

得知罗盛教选择捐献遗体、捐献

眼角膜时，俞航波并不意外。“这的确

是他会做的事”。此前闲谈中，罗盛教

曾说起身后事的想法：“人要多为社会

作贡献，就算离开了，也要发挥用处。”

和罗盛教共事20多年的苏溪镇中副

校长詹中文也坦言，罗盛教的决定在

情理之中。

早在数月前，罗盛教就盘算着捐

赠遗体的事宜。家人一开始比较反

对，但谁都拗不过他。于是，罗盛教自

主登记遗体捐献，在医生的协助下办

理好捐献遗体、捐献眼角膜的手续。

“当时医生告知眼角膜有可能不能

用时，他还很灰心。7月4日上午昏迷

了被医生救醒后，罗盛教还在确认眼角

膜能不能用。”詹中文说，罗盛教就是这

样，自己坚持的事情一定要做成，“他是

科学教师，最清楚生命周期。即使在这

样的绝境，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安排身后

事宜，用行动践行曾经说过的话，让我

非常佩服”。

关爱师生，他乐在其中
接触过罗盛教的人都说，罗盛教最

大的特点就是关心关爱师生，乐于带新

人。这一点，科学教师丁媛和叶斌深有

体会。

罗盛教是丁媛教学生涯中的第一

任师父，每次回想起第一次师徒见面

的场景，丁媛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暖

意，“罗老师文质彬彬，没有一点架

子”。当时上《重力》这节课，需要一个

实体水平仪辅助教学。可丁媛人生地

不熟，该上哪里去弄个水平仪呢？“那

个时候，师父给我介绍了一个木工，制

作了一个水平仪，解了燃眉之急。后

来我的汇报课也得到了一致好评。”丁

媛说，“科学的很多概念比较抽象，如

果能通过模型或者实物去展现，学生

们会更容易理解，这是罗老师教给我

的‘第一节课’。”

叶斌也是罗盛教的徒弟。在入职

苏溪镇中后的第一次教师大会上，叶斌

见到了他的这位市级导师，“个子不高，

瘦瘦的，看上去有些严厉”。后来，市教

育局通知他们参加市里组织的师徒结

对典礼，一路上两人聊了很多，有关于

新教师职业规划的建议，也有生活上的

一些轻松话题。叶斌说，通过这次沟

通，他们的距离近了不少。后来自己的

设计课，其他教师听完课就走了，只有

罗盛教写了一页A4纸的感受，还拉着

他去另一个办公室分析，“那个时候我

真的很感动，很幸运能遇到这么认真负

责的导师”。

对待徒弟如此，对待学生罗盛教更

是尽心尽力。学生吴雯婷的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罗盛教主动请缨，把吴雯婷

接到了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同吃同

住、一起学习。“初三了，时间耽误不

起”，彼时的罗盛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变得更

优秀。

备考的日子里，罗盛教帮助吴雯

婷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看到学生

身体瘦弱，他就嘱咐妻子做点好吃的

给孩子补充营养……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吴雯婷的学习

成绩大幅提升，最后被义乌市第六中

学录取。

罗盛教的微信里，还有许多学生

组建起来的群，大家都喜欢跟他聊

天。“罗盛教跟学生们的关系都很好。

尤其到了初三，学生们学习压力大，他

会主动找学生谈心。前两年还有一个

学生联系罗盛教，分享自己在大学的

情况。”胡妙贞说，罗盛教习惯用鼓励

的方式开导，劝导学生“人生就像一场

马拉松，现在努力也不晚”。

献身科学，换种方式发光发热
1965年 3月，罗盛教出生于义乌

市福田街道全宅村。父亲给他取名

“罗盛教”，是希望子女投身教育事业，

并且能将事业越做越好。毕业于化学

系的罗盛教不负期待，1986年走上讲

台后，起初教化学，后转教科学，“怀抱

希望，热爱生命，相信科学”是他一以

贯之的理念。

在胡妙贞眼里，罗盛教始终是简

单的、带着点学生气的人。从1990年

相识相恋到现在，他们互相陪伴了30

余年。其间，他们迎来了一对龙凤

胎。罗盛教为他们取名“罗圣平”和

“罗圣凡”，希望他们能做为社会作出

贡献的平凡人。一家四口的生活温和

平静，直到2019年11月，罗盛教被确

诊为肺癌晚期。

“查出肺癌晚期时，恰逢他工会

主席换届。我们都不相信，觉得是医

院检查出错了。但是他自己的心态

还挺好的，告诉我们的时候很淡定。”

胡妙贞说，整个抗癌过程中，罗盛教

都很乐观。不仅坚持完成工作，还保

留了下象棋的爱好，义乌市总工会举

办的棋类比赛他也都积极参加。罗

盛教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他去年获得

的“棋类项目比赛男子象棋三等奖”

的荣誉证书。

6月2日，罗盛教因身体不适住进

医院，此时的他已经历了数次化疗。

掉落的头发都被他悉数包好，装进了

小坛子里，留给家人作纪念。胡妙贞

说，罗盛教在很早以前就在规划后事，

捐献遗体、捐献眼角膜是他自己做的

决定。“我们一开始都比较反对，想着

如果没有遗体，日后去哪里看他。但

是他自己很执着，想着一定要为社会

多作一些贡献。”弟弟罗永红说：“火化

政策施行之初，我们的父亲很想得开，

是村里第一个火化的。哥哥也想得

开，我们尊重他的意愿。”

“父亲是一个懂得坚持又肯钻研的

人。他的精神将鼓舞我前行。”儿子罗

圣平说，父亲捐献遗体的意愿，他和妹

妹都很支持，觉得父亲很伟大。虽然罗

盛教以“平凡”二字给孩子们取名，但在

孩子们的眼里，父亲这一生并不平凡。

6月29日，罗盛教请妻子帮他整理

好仪容，病床上，他庄严慎重地在遗体

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

的遗体将送往浙大医学院成为一名大

体老师，这是医学生对遗体及器官捐献

者的尊称。罗盛教的眼角膜也将为眼

疾患者带去光明。

数日后的下午，罗盛教的心脏再也

没能跳动起来，医护人员手持白色菊花

弯腰围在他的病床边，这是大家对这堂

“科学教育课”最后的致敬。

山区26县
教师发展机构一对一帮扶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张 蕾 魏 琳）
7月7日，省师干训工作年度会议在宁波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召开。会上，以杭州市上城区、宁波市江北区

为代表的26家支援单位与山区26县教师发展机构签

署结对帮扶协议。

按照协议，支援单位将依托自身教师教育资源，制

订帮扶计划和实施方案，帮助受援单位在办学水平、施

训能力、培训者队伍建设、培训模式、培训理念等方面

获得提升和改善。支援单位将主要围绕协助受援单位

制订中长期教师发展计划，开展培训者送教、支教交流

活动，共同实施教师培训项目，共建名师工作室等要点

落实帮扶工作计划。

今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

强师计划》，瞄准教师这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资源全面发力。本次签约旨在落实强师计划，助力教

育共同富裕，切实推动区域互助、以优扶弱、优质均衡、

共同发展，将优质教师教育资源辐射到薄弱地区，助力

山区26县教师发展机构标准化建设，推动山区26县

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

遂昌印制3万份
防溺水域警示图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7月6日，遂昌县教育局

印制了3万份《遂昌县中小学生防溺水域警示图》，各

校领取后立即开启暑期安全及防溺宣讲大家访工作。

据了解，该警示图按1∶82000的比例，重点绘制了

遂昌全域的水库、河道、山塘等重点水域，并用黄色旗

帜标注了极易发生溺水的警戒水域，用红色旗帜标注

了曾发生溺水事件的危险水域。在警示图右下角，还

清晰地列出了中小学生防溺“六不一会”要求。

遂昌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月娥表示，警示图

只能起到提醒与警戒作用，要真正杜绝溺水事件，不仅

要做好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更要提升家长的安全理

念、社会的责任意识，携手共筑“家校互动、社会参与”

的防溺水安全网，确保开学返校“不少一人”。

温岭
“青烛”团队助力“双减”

本报讯（通讯员 蒋佳延 叶华翰 方媛媛）“我

愿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悉心爱护学生……”7月3日，温

岭市举行师范生护航“双减”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以“青

烛”团队助力“双减”志愿服务工作。

据悉，“青烛”团队将开展“四进”活动，包括：进学

校以完善学校暑期托管服务，进社区以丰富社区假期

服务功能，进机关以减轻机关人员工作顾虑，进企业以

提高企业员工幸福感和归属感。本次活动有近1200

个孩子参与，共开设11个点位，涵盖6所学校、4个社

区、24个企业和3个机关。依托温岭市首届拓展性课

程设计大赛，“青烛”团队精挑细选出50组拓展课，围

绕人文经典、科学探索、家乡文化、生活实践、艺术健身

五大类，搭建课程库，建立服务菜单，为青少年提供红

色研学、“四史”教育、法治宣传、心理辅导、文体活动、

作业辅导、集体游戏等服务。

今年年初，温岭市教育局联合团市委成立了温岭

市师范生联合会，这是台州首个专门针对师范生群体

创建的非营利性青年社会组织。为破解暑期“看护难”

问题，该联合会又成立“青烛”团队，联合台州学院和温

岭团市委，将“双减”后青少年的普遍需求和高校师范

生优质资源进行精准对接，组织了6支实践队伍，开展

“青托课堂”暑期托管志愿服务活动。

□夏 村 周 俊

7月5日，杭州开放大学揭牌仪式暨杭

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授牌仪式在杭州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

副市长陈瑾，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

员金登尚，浙江开放大学校长张建国，省教

育厅职成教处二级调研员金仁康，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周斌，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郑洪彪、副局长冯建伟，市

教育局副局长高宁，市财政局二级巡视员

万强出席仪式。杭州开放大学党委书记谢

列卫致辞，校长温正胞主持。

杭州开放大学的前身为杭州广播电

视大学，与杭科职院实行“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的办学体制。1978年11月，浙江广

播电视大学杭州分校正式成立，并于次年

首批招收1537名学生。1994年11月，学

校更名为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此后，杭州

城市建设学校、杭州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

校、浙江湘湖师范学校分别成建制并入杭

州广播电视大学，并经市委、市政府批准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成立了社区大学

和市民大学。2009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批准，以杭州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与杭

州成人科技大学共同筹建的杭科职院正

式成立。

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以现代远

程开放教育为特色的市属高等学校，是市

政府确定的杭州远程教育中心、杭州终身

教育基地。自举办高职教育以来，学校充

分发挥“两块牌子”办学优势，推进职业教

育和终身教育深度融合，紧密围绕杭州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要求，在

继续教育、社区教育、市民教育、乡村振兴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杭州开放大学的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响应浙江省开放大学综合改革工

作的要求，学校经杭州市人民政府同意，

正式更名为杭州开放大学。更名后，学校

将继续按照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

化的发展要求，继续服务杭州高水平终身

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

“今天的揭牌仪式标志着杭州开放大

学踏入了发展的新征程。”谢列卫表示，学

校将遵循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和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探索形成标准化、可复制、可推

广的非学历业务实施规范，“三化”（融合

化、项目化、标准化）并举，凸显办学特色，

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促进全民终身

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新时代开

放大学职能，“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

的全国一流省会城市开放大学，在杭州终

身教育服务体系构建和打造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进

‘两个先行’贡献杭州开放大学力量”。

仪式现场，由杭州开放大学与杭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建的杭州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学院同时成立。温正胞介绍，学院

将建立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政策理论

与工作研究机制，以课题研究为引领，探

索、实践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的“杭州模

式”，以构建市辖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交流平台为抓手，创新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机制，构建适应性教育培训、学历

教育培训、专项素质培训、职业发展培训

和终身教育“五位一体”的退役军人教育

培训体系；推进“退役职通车”和适应性培

训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应用，完善教育

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并不断完善教育培训

质量评价体系，着力创建省级以上退役军

人教育培训学院品牌和示范基地。

陈瑾代表杭州市委、市政府向杭州开

放大学、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表示

热烈祝贺。她指出，杭州开放大学的揭牌

和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的授牌是

杭科职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也

是杭州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加强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的一件

好事、实事，“杭州

要在推进‘两个先

行’中展现头雁风

采，杭州开放大学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陈瑾强调，

杭州开放大学要主

动适应现代化教育

的新形势，按照数

字化、智能化、终身

化、融合化教育的

发展要求，努力建

设服务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新型高

等学校。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是

杭州市“美好教育”品牌的又一新特色、

新亮点，要积极探索创新形式，大力开展

全市退役军人培训工作，加快打造高质

量的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体系的“杭州模

式”。“希望杭州开放大学、杭州退役军人

教育培训学院成为我市社区教育、终身

教育、在线教育、灵活教育和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的重要平台，为杭州奋力打造世

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

出更大贡献。”

浙江开放大学、市政府办公厅、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杭州地区各县

（市、区）开放大学系统办学单位负责人、退

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社区学院负责人，学

校党政班子全

体成员、全体中

层干部、教师和

学生代表参加

仪式。

用生命上好最后一课
——追记义乌市苏溪镇初级中学教师罗盛教

罗盛教在遗体捐献同意书上签字。

罗盛教生前工作照。

为杭州高水平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服务
杭科职院举行杭州开放大学揭牌仪式暨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