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平凡教师 走出不平凡

的人生足迹 ——记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

学教师黄绍书

前些天，从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传出好消息，该校教

师黄绍书获评“中学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即“正高”

职称。目前，在水城县全县教师中仅此一人。

6 年前的 2013 年 9 月 9 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市第 20

高级中学举行庆祝第 29 个教师节座谈会。黄绍书是参会人

员中向总理汇报工作的 5 个教师代表之一，且是其中发言时

间最长的一个。

黄绍书，一名普通的教师，一个不平凡的人。

黄绍书是贵州省高中物理乡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是清

华大学《物理与工程》审稿专家，是清华大学“东方教育研

究中心”特约撰稿人，是河北大学《物理通报》编辑委员会

委员及审稿专家。迄今，他出版过专著一部、获得过专利两

项，他还在物理类专业期刊上发表教育教学及科研论文 100

余篇，其中包括外籍期刊 5 篇。

黄绍书系中学正高级教师、大学兼职教授，现为中国物

理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

学术上精益求精，工作中视同事为兄弟姐妹、视学生为

自己的孩子，这就是黄绍书其人。



黄绍书言语不多，但每每一语中的。他眉心的一颗显眼

黑痣，可算是他的地标建筑。

一定要当老师，但要当‘撑抖’的老师

“高中三年，我的人生定位基本明确，一定要当老师，

但要当‘撑抖’的老师。”高考填志愿，身高不到一米五不

能报考师范院校，因此他选择了贵州民族学院物理系。

黄绍书的老家在毕节地区黔西县大关区兴隆公社新星

大队孔家在生产队。

黄绍书是一个特别的人，甚至是有些“古怪”的人。7

岁多报名上公社的小学，才上没了几天，发现“读书不好玩，

还是放牛好玩”，于是，回家放牛了。8 岁多，他才真正的

在大队的小学上一年级。

黄绍书的小学阶段，那是一代人的记忆，或者说是贵州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印记。从家里抬木板凳到学校当课桌



凳，黑板都是木板，老师板书用的是“清水江”粉笔。四年

级时，他所在的班搬到一破旧烤烟烘烤房，“屋顶漏雨，还

会落石头，下雨天得戴斗笠上课。”黄绍书回忆，后来又搬

到一户人家的荒废马圈里，才算安全了。“一个学期 9 毛钱

的学费，一块钱的书费，整个小学阶段，每学期的费用都差

不多。”

在整个小学阶段，黄绍书是“基本没吃饱的，土里的‘隔

生’洋芋，挖回家当饭吃。洋芋崽崽＋野菜=吃饭。街上卖

的豆渣，父母也买来吃。秋天的季节，山上的红刺蒙是充饥

好食品”。

在黄绍书的心里，总有小学时代的一位叫代相明的老

师。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牢牢记得。“那个年代，民办小

学的老师白天既要做农活又要上课，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是

3 到 5 块钱。五年级的那年，由于要小考。代老师每天晚上，

都要花上四、五小时山一家水一家去给全班 15 名学生辅导，

他每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通常都是 12 点以后。”

黄绍书初中在大关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创办于上世纪二

十年代的学校，学校离黄绍书的家约有 11 里地。初中三年，

他都走读，每天一个来回。一般清晨 5 点左右从家里出发，

到校还没天亮。黄绍书喜爱运动，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后，

还要参加学校的早锻炼。

初中阶段，有两名老师影响了黄绍书。一名是教数学的



何荣碧老师，“何老师也是班主任老师，她关心学生，那时

城乡差别大，农村娃总受歧视，但何老师对待学生一视同仁，

甚至更加偏爱农村孩子。”后来，黄绍书上贵州民族学院（现

贵州民族大学），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又

没有时间家教，何老师给他寄了 60 元钱（这是何老师将近

两个月的工资），基本解决了他一年的生活费。

另一名是物理老师李家礼。“有一次测验，有一道关于

凸透镜成像的题目，我做对的，但李老师给判错了。在我与

李老师的争论下，李老师把我带到实验室，准备用实验对那

道题进行验证。在实验桌上按题目要求分别摆上点燃的蜡

烛、凸透镜、光屏，然后按步骤操作。实验结果出来后，李

老师高兴地说：‘嘿，你做的真是对的’，随即用红笔在我

的试卷上又加了 5 分，我的这次测验就得 100 分了”，黄绍

书清楚地记得。

黄绍书的家距离他高中的就读学校黔西县第二中学有

近 40 公里。高中三年，他从家到学校或从学校回家基本都

是走路，约一个月一次。“从学校到家或从家到学校，九角

钱的车费。为了节约钱，有时和几个同学一块儿走，有时一

个人走。”

黔西县第二中学 7 点 20 上早读课。黄绍书是每天早晨

坚持晨跑的人，但学校没有运动场，因此他就做环城跑——

大环城约 8 公里，中环城约 6 公里，小环城约 4 公里。



高中时期，班主任陈国清老师深刻的影响了黄绍书。“陈

老师对农村的孩子特别关照，他用实际行为感染学生，学生

们特别喜欢和尊重他。”黄绍书记得，有一次，学校的厕所

堵塞不通，陈老师直接用手伸进便池去捅，把全班同学都看

傻眼啦。

物理老师黄向林同样也深刻的影响了黄绍书。“黄老师

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他对无线电比较熟悉，他提倡训练学生

的动手实验和实践能力，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思想的老师比

较少的。”黄绍书回忆，1986 年高考前夕的一天，黄向林老

师和全班学生一块儿做高考模拟试卷。“我比黄老师先做完，

分数也比他高。”黄绍书说，“黄老师特别高兴的说，‘你

已经超过我了，可以当老师咯！’”

“我的这些老师对教育事业充满情怀，我选择教育职

业，与他们密不可分。”黄绍书充满感慨之情。

一件更为有趣甚至有些神奇的事。距离高考仅有约一个

月时候，进行了一次英语测验，黄绍书只得 1 分，受到英语

老师的高度挖苦和讽刺。时任校长方树立知道后担心影响黄

绍书的高考，就找黄绍书谈话：“高考要的是总分，又不是

只要她教的英语，不要受她的影响，好好准备高考。不过，

那英语多得 1 分就要好 1 分，也不能完全放弃。”。而黄绍

书却对方校长说，“校长不用担心我，专科我是一定能考上

的。但如果我的英语能碰到 10 分，我就能上本科。”高考



成绩出来后，黄绍书的英语碰得 15 分。奇妙的是，当年的

本科录取线是 400 分，他的总分考了 405 分，真是神预测。

“这件事在我工作以后的好些年，在很多场合都还被方树立

老校长善意、关心和关爱的调侃”，黄绍书说。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黄绍书的高中三年，语文是自

学的。语文老师对他这个穿着满是补巴衣服、补巴裤子、补

巴鞋子的丑陋农村娃不感兴趣，每次测验考试也好作文也

好，给黄绍书的评分就是最高 56 分，但抄黄绍书作文的都

可得 85 分以上。“高考，我的语文肯定是及格的，但绝对

不是你教的”，黄绍书对他的语文老师说。

“高中三年，我的人生定位基本明确，一定要当老师，

但要当‘撑抖’的老师。”高考填志愿，身高不到一米五的

黄绍书不能报考师范院校，因此他选择了贵州民族学院。

1986 年，黄绍书考入了贵州民族学院物理系，他是他们

公社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期间，黄绍书的专业学得比较扎实，是他们班的“三

大支柱”之一。为此，他获得个“博士”的雅号。

黄绍书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大学时的老师吴次

南密不可分。那时，吴次南是贵州民族学院物理实验室实验

员，后任物理系主任、贵州大学副校长，现为安顺学院院长。

写毕业论文时，仅有两名学生选择了吴次南老师的课

题，而其中自始至终坚持做完的就只有一人，那就是黄绍书。



这个课题需做大量的实验，黄绍书每天早上 8 点进实验室，

晚上 10 点才出来，中午和下午各约有 1 小时吃饭时间，其

余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这样总共做了 35 天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提供了详实的数据，黄绍书写出的毕业论文，荣

获贵州省首届大学生毕业论文一等奖，后来发表于教育部主

管的核心学术期刊《物理实验》上。

1990 年毕业的黄绍书，分配到黔西第一中学任教。

2009 年 2 月 26 日，是黄绍书来到六盘水市第八中学（以

下简称八中）工作的第一天。

黄绍书从黔西第一中学到八中，有着一段佳话。

那时，八中招聘教师，黄绍书听到消息后与八中联系，

八中要求写一份申请材料。黄绍书的申请材料不是字迹满满

的几页纸，而是只有短得不能再短的 12 个字（不含标点符

号）——“尽悉贵校引进教师，特来应聘。”自那时起，这

12 个字的申请，就成了黄绍书与时任校长周化海之间的笑谈

之素材。

2014 年，水城县人民政府筹建二十三中，任命周化海为

筹建组长、黄绍书为副组长。

二十三中建成，根据教育局安排，黄绍书就继续留在二

十三中工作。

黄绍书是非常关心年轻教师和学生的。笔者多次在他的

办公室见到，凡有年轻教师来请教问题，他都耐心细致的给



予解答。

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诠释有趣的物理现象

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有趣的物理问题并加以研究诠释，这

些问题很多都是物理学上迄今尚未解决或尚未完美解决的

问题。

黄绍书只是一名普通高中的物理教师，但他对物理学研

究已远远超越了高中物理的范畴。他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

仰望！

为什么温热水结冰比冷水快？

1969 年，坦桑尼亚大学学生艾拉斯托·穆宾巴在用牛奶

和水等物质相混合制冰激凌时发现，温度较高的混合液体放

入冷冻室后结晶比温度较低的混合液体在相同条件下结晶

要快。随后穆宾巴又做了大量关于水的冷却实验，结果仍然



都是热水结冰比冷水快但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被

科学界称为“穆宾巴效应”，至今仍然是一个科学悬案，是

一个看似平常的自然之谜。

2003 年，黄绍书在《物理通报》上看到关于“穆宾巴效

应”的一则简讯，于是，他开始对穆宾巴效应进行大量实验

探究，其研究成果《穆宾巴效应的实验探究及分析》是他在

2003——2006 年申请立项的国家级科研课题“物理创新实验

的探索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该成果被编入 2010 年第

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并

被收入全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还在《物理通报》

（2017 年第 8 期）上发表。

自行车为什么转弯不倒？

2012 年 1 月，美国科普杂志 DiscoverMaga zine 评选了

2011 年全球 100 个顶尖科学故事．其中“自行车的新物理”

荣居第 26 位．为此，作为大众简易交通工具的自行车，其

困扰公众“转弯不倒”的问题再度热议起来。

自行车发明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自行车稳定

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同样悠久。特别是自行车转弯时，人和

车都总是向弯道的内侧倾斜，人和车组成的系统的重力作用

线不在支撑面上，那么，为什么人车系统不会倾倒呢？

黄绍书通过研究，探索出了理想答案，并撰写论文《自

行车“转弯不倒”问题的研究》及《自行车稳定性问题的研



究与诠释》，分别刊发于《物理教师》（2017 年第 8 期）和

《物理通报》（2017 年第 11 期）上。

多级阶梯的神秘乐音现象是怎样形成的？

位于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茅山脚下的苏南抗战胜利纪

念碑，1995 年 9 月 1 日正式建成，碑身高 28 米，碑前有 6

组台阶，每组 50 级，共 317 级。1997 年除夕夜，附近一居

民到纪念碑前的一块空地上燃放爆竹，当爆竹响起时，上空

竟然传来了清晰嘹亮的军号声。从此，就有“碑下放鞭炮，

空中响军号”的神秘现象。当地旅游部门为此竖牌铭记，供

游客观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现象于 2006 年 4 月记入了世界吉

尼斯纪录。同时，有多组专家团队曾经对此进行考察研究，

但都未给出完美的解释。

2018 年 7 月 11 日下午，黄绍书借在江苏常州培训学习

结束后的半天时间，相约一道学习培训的同行前往茅山闲

游。在导游的介绍下买来鞭炮于纪念碑前的广场中轴线上的

某位置燃放，见证了这一神奇现象。黄绍书当时还录制了一

段燃放鞭炮的视频，并估测了一些数据。

回到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后，黄绍书经过对视频和估

测参数的反复研究，并与南京大学的王思慧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研讨，最终探索出满意的结果。之后，黄绍书又对与

此类似的中国山东青岛鹤山“招鹤回鸣”景观进行深入研究，



同样获得满意的结果。这两项研究成果，黄绍书将其整理成

为一篇题目为《利用声栅原理揭秘多级阶梯奇特乐音现象》

的高质量论文，该论文已在美国《亚太物理学期刊》（2019

年第 1 期）上发表。

时至今日，黄绍书先后在《物理与工程》《物理实验》

《物理通报》《物理教学》《物理教师》《中学物理》《物

理教学探讨》《亚太物理学期刊》等多家物理专业期刊发表

教育教学及学术论文百余篇。同时，他还由哈尔滨工业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高中物理教学讲义》教学专著。

一直以来，黄绍书总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着。研究领域主

要是中学物理教育教学和大学物理范畴前沿学术问题。同

时，对数学、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研究也有一些思考。

参加总理座谈会，半生中最幸福的事

“当总理来到我的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的瞬间，我感

觉一股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头脑一片空白！”黄绍书在他的

《横跨南北牵情愫意欲半岛摘桂枝》学习札记中写到，“这

一辈子，我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近

总理。”



黄绍书的记忆力很强，尽管参加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已

过去了 6 年，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且思维

和表达有条不紊。

那是 2013 年教师节的前一天，那时黄绍书任六盘水市

第八中学教育科研处主任。

为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山区的政策。在此背景之下，大连市

对口帮扶六盘水市。其中，教育帮扶是最为重要的项目之一。

2012 年 11 月，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以下简称二十

中）与六盘水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八中）达成结对帮扶对

子学校。两校约定，自 2013 年春季学期起，八中每学年选

派 5 名左右高一年级优秀新生到二十中跟班就读，直至修完

高中课程，高三毕业后回八中参加贵州全国高考。八中学生

在二十中跟读期间，八中每月选派一名校行政领导或优秀教

师到二十中伴读。目的有二，其一是监管本校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其二是学习二十中管理及教育教学的先进理念和方

法。每学期开学之初，伴读人员需将本校学生从八中带到二

十中；期末结束，伴读人员又需将学生从二十中带回八中。

根据八中学校安排，黄绍书负责完成 2013 年 9 月份的

伴读任务。因此，在 8 月 30 日前，黄绍书需将遴选出的高

一年级 5 名高二年级 2 名共 7 名学生带到二十中。

2013 年 8 月 27 日上午，黄绍书带领 7 名学生，踏上了

从六盘水前往大连方向的列车。经过 4 个昼夜的辗转行程，

准时于 8 月 30 日上午抵达大连。

接下来的事儿，黄绍书就倍感幸福了！

9 月 8 日傍晚 6 点，北方的大连已经漆黑，黄绍书正在

记录抒写当天二十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突然，电脑旁的手机

“跳”个不停。“心想，跳啥呢？我忙着呢！”，他慢吞吞

地拿起来接。“黄主任黄主任，赶快来我的办公室，有急事

儿。”电话是二十中办公室主任李威打来的。

“可能是我带来的几个孩子出问题了？！”黄绍书从寝

室出发，边想边跑。当他快速奔到李威的办公室时。“喜事

儿”，李威说，“明天上午总理要来咱们学校看望老师，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座谈会，您作为贵州教师代表参加，到时您

向总理汇报汇报，今儿晚好好准备准备。”黄绍书悬着的心

总算落地，但他随即又紧张起来。“向总理汇报什么呢？我

一点头绪都没有。”座谈会要求，要提交不超于 5 分钟的汇



报材料，当晚 10 点前必须上交。在李威的办公室停留了约 5

分钟，黄绍书就走了。

“在往回走的路上，激动难以言表，走路都是跳着走的，

蹦蹦跳跳的像个快乐的小孩。”黄绍书回忆。

黄绍书又坐到电脑前，将来到二十中近十天的记录一一

从电脑中调出来，认认真真地梳理，提炼出重要的部分，装

在一个新建文档里，放在桌面上。“以便随时打开阅读、背

诵。”

晚上 8 点，黄绍书写完汇报材料，用 U 盘拷贝，存于李

威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大连市教育局领导随即看后提出了

修改建议。

晚上 9 点，提交修改稿。“当时我的感觉是，明天要和

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座谈，要向国家领导人汇报，幸福感爆棚

呀！”黄绍书说，汇报材料他反反复复看了若干遍，心里既

幸福又有压力。

“有个新疆来的老师到我的寝室，说‘你能参加总理座

谈会，是很幸福的人，一般人没这个机会。’”黄绍书的脸

上溢满笑容。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中开办有新疆班，有很多

新疆老师伴读。

新疆老师走后，黄绍书感觉有些疲倦，便躺在床上，但

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我又把汇报材料在头脑里慢慢的

‘过’了好几遍，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黄绍书说。

9 月 9 日凌晨 5 点过几分，黄绍书醒来，先默记了两遍

汇报材料，又照着电脑核对了两遍，觉得没问题了，才精心

地穿戴、洗簌、吃早餐。但他似乎又有些不够踏实，又对照

电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再读背了几遍，完全记熟了，用

剪刀从笔记本上剪下一绺食指长短、宽窄的小纸条，在上面

寥寥写上几个字，又勾划了几个符号和圈点，小心翼翼地放

在右边的衣兜里。

“准备小纸条，是怕汇报的时候忘了，可以看看，最后

还是没派上用场。”黄绍书觉得特别有趣。

6 点左右，黄绍书走出寝室，他沿着二十中运动场的跑

道慢慢的走了一圈，缓解激动紧张的心情。这时，为了迎接

总理的到来，二十中的老师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早已在

做准备工作了。

8 点差几分，李威发来短信：8 点 20 分，在实验楼 3 楼

东侧会议室集中。黄绍书的心又悬了起来，“我以为总理就

要到了。”他提前 5 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时，已有约 20 人等

候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很喜庆，都洋溢着青春般的神采！

“大连市教育局一位和蔼可亲又风趣幽默的领导准点

到会议室，用很委婉可亲的语调给我们讲了几点总理来后的

注意事项：要关闭手机伢，不要紧张伢，总理是挺随和的伢。”

黄绍书说。



之后，参会人员在会议室附近的二十中新疆部办公室、

微机室等区域活动、参观，等候总理的到来。

10 点 30 分，参会人员全被召回会议室，要求关闭手机，

并按会议安排坐在各自的位子上。“会议室的气氛顿时热烈

起来，同时又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氛围。”总理真的要来了！

大约 10 点 40 分，李克强总理一行在二十中校长张启超

的陪同下，微笑着步入会议室，会议室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克强总理先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与参会的 30 多人一一

握手、问候。

“当总理来到我的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的瞬间，我感

觉一股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头脑一片空白！”黄绍书在他的

《横跨南北牵情愫 意欲半岛摘桂枝》学习札记中写到，“这

一辈子，我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近

总理。”

总理落座的位子几乎是黄绍书的正对面。

头一天晚上要求，向总理汇报的共有 5 人。黄绍书是第

三个汇报的老师，第一个汇报的是新疆老师，第二个汇报的

是援藏老师……

黄绍书汇报时，他说了一声“总理好”就开始汇报，小

纸条也没派上用场！黄绍书主要从 3 个方面汇报：一是大连

教育对六盘水教育的面上帮扶，二是二十中对八中的点上帮

扶，三是六盘水教育与大连教育的差距。



汇报完毕，李克强总理说：“黄老师，你能不能把刚才

你讲的这几个问题说得详细一些？”黄绍书又详细的汇报了

20 多分钟。他再次汇报完毕说：“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不

知道总理能不能听得清楚。”

“能够听懂。”总理说。

汇报的教师中，黄绍书是汇报时间最长的一位。5 名教

师汇报完毕后，总理作了《播撒爱心•放飞希望》的主题演讲。

整个座谈会持续时间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合影留念。

9 月 9 日，《新闻联播》播发了《李克强在大连考察并

看望师生 与基层教师座谈》的新闻。

黄绍书的汇报得到参会领导、相关人员以及二十中全体

教师和领导的好评。9 月 10 日早上，黄绍书走到二十中校园

各处，都受到老师领导的称赞。校长张启超对他说：“黄主

任，您昨天的汇报很精彩、很到位，我代表二十中感谢您！”

9 月 10 日的白天至晚上，黄绍书不停地接电话，十余家

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令黄绍书格外欣慰的是，远在六盘水

的爱人也致电给他，说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他，甚是开

心。

9 月 10 日晚上 9 点，黄绍书用电脑回看《新闻联播》。

汇报的 5 名教师中，只有他有镜头。“我后来思考，发现我

的汇报比较有意思，汇报得实在，语言也比较朴实。”

黄绍书把自己参加总理座谈会的视频截图下来，至今仍



保存在他的电脑里。“有幸参加总理的座谈会，是我大半生

中最幸福的事。”他说。

帮扶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一个教育工作者施教过程的表述与倾听的艺术影响，如

何做到“把自己想说的说进别人的心里，把别人的倾述听进

自己的耳朵里”，这取决于教育者的素养。

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以下简称二十三中）是名师荟

萃的地方学校目前已有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4 个：贵州省

普通高中周化海名校长工作室；贵州省高中物理黄绍书乡村

名师工作室；贵州省初中生物冯权江乡村名师工作室；贵州

省高中政治方彦欢乡村名师工作室。

2017 年 4 月，贵州省教育厅下发乡村名师工作室的申报

文件。“我觉得我到达了申报的条件，但我压根不想申报。”

黄绍书说。

据悉，工作以来，在学校或上级部门的评优中，黄绍书

不曾争取过，即使评给他，他都主动让给年轻教师。申报贵



州省乡村名师工作室是学校的要求，校长周化海说：“无论

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学校，都要申报，对学校有好处，对你

个人也有好处。”黄绍书才按文件要求，提交了申报材料。

2017 年 7 月，黄绍书获得批复。批复要求，8 月，黄绍

书到贵阳参加贵州省乡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首期培训，为期

3 天。培训期间，贵州省乡村名师工作室管理办公室要求，

主持人要组建团队，开展前期工作。团队需有两名顾问、6

名成员（其中一名为助理），20 名学员。

培训后，黄绍书回到二十三中辅导年轻教师的同时，开

始组建团队。

2017 年 12 月，根据贵州省乡村名师工作室管理办公室

的安排，黄绍书到北京大学进行 20 天的培训。黄绍书说，

主要进行通识培训，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学到

了不少东西。”

培训期间，黄绍书写了一篇文章——《北大:窗牗之美》。

“北大的建筑，无论是最初的，还是后来增建的，并不

高大伟岸，但却厚重。由此，不由想起五岳独尊的泰山形象。

这是历史的积淀，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承。

……

“几天以来，逐步深刻地体会到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和

深厚底蕴。也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一个教育工作者施教过程

的表述与倾听的艺术影响，如何做到‘把自己想说的说进别



人的心里，把别人的倾述听进自己的耳朵里’，这取决于教

育者的素养。

……

“每天，都挤出时间逛燕园，到博雅塔前站站，在未名

湖畔走走，时间久了，联想起北大的发展历程和北大人的精

神，在心中写下：

博雅玉笔挥锦绣，

未名璧砚洒蓝图。

……

“很激动，这是内心的敬畏。这种心灵的撼动是第二次

了，在今年六月初于清华大学参加哈佛/耶鲁基础物理教学

观摩暨学术研讨会期间，每天傍晚散步清华园时，也是这种

感觉。”

……

北大培训回来后，黄绍书着手工作室的启动工作，但是，

时间已是学期期末了。校长周化海对他说，准备工作做充分

点，下学期开学时，二十三中的 3 个名校长、名师工作室一

块儿启动（那时，方彦欢尚未申报贵州省乡村名师工作室）。

2018 年 3 月，贵州省普通高中周化海名校长工作室、贵

州省高中物理黄绍书乡村名师工作室、贵州省初中生物冯权

江乡村名师工作室同时在水城县教育局多功能报告厅启动，

市、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出席。



水城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对此专门下文，七中（六盘水

市第七中学）、八中、二十三中相关学科的老师参加了启动

仪式和培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连市第二十四高级中学副校长特

级教师孟繁伟、六盘水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蔺代平出席启

动仪式，孟繁伟副校长和蔺代平院长都是黄绍书工作室的顾

问。启动仪式后孟繁伟副校长还作了两个专题培训讲座。

2019年 1月 16日和 3月 15日，二十三中的 4个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分别到水城县老鹰山中学、六盘水市第十九中学

举行乡村工作站挂牌仪式。

两次挂牌仪式结束后，黄绍书均作了《专业化发展与教

师成长》专题讲座，从“站稳课堂到上一堂好课”、“提炼

升华与课题研究”、“专业素养提升与教学科研论文的撰写”

三个方面展开，提出了许多关于教师在专业发展与成长过程

中的指导性意见。



二十三中学的 4 个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了名校

长、名师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结

伴帮扶作用，通过“结伴乡村园丁行动”，精准帮扶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服务脱贫攻坚工作。

承担的责任不单单是老师的，更是父亲的

身心都是沉甸甸的，感觉肩上承担的责任不单单是老师

的更是父亲的，怀里抱着的宝贝不单单是学生更是女儿。手

虽然很酸疼，心里却挺幸福！

时间回溯到 2013 年 8 月，黄绍书带领学生前往大连二

十中的过程，就是他关心学生的生动实例。他在大连二十中

的学习札记《横跨南北牵情愫 意欲半岛摘桂枝》里写道—

—

“（2013-08-12）上午 08：00 左右到学校支取差旅费



购买火车票，经在网上查询，六盘水到北京的各次列车均已

无卧铺票和硬座票而只有站票，心里着急却毫无办法。好不

容易经女同事帮忙在网上订到分段票：8 月 27 日 11：02

K9370 六盘水—贵阳硬座票、8 月 27 日 19：40 K508 贵阳

—北京西软卧票、8 月 29 日 18：07 T225 北京—大连硬座

票，完成网上操作已是中午 13：00 左右。下午 4：50 左右

持身份证到双水购票点取票，共取 8×3=24 张票。由于有

一位孩子的身份证是临时的，内部未置芯片，不能经扫描从

网上提取购票信息，必须输入订票时的订单号才能获得购票

信息取票。只能电话求助帮忙订票的女同事，她火速驱车回

家打开电脑调出信息通过电话逐个与我核对，当然她还不失

时机的‘挖苦’我笨头笨脑没出息脑筋单边，我只管提取有

用部分及时逐个报给取票点年轻漂亮的女售票员。因为心急

我弄得满头大汗。”

“（2013-08-29）几天的奔波已让孩子们疲惫不堪，都

在各自坐着打盹，列车沿途经廊坊、天津、唐山他们都不知

道。23：00 列车通过秦皇岛站，一个残疾妇女带着小孙子

来到我的旁边，站了许久居然没有人挪出部分位置或让出个

把座位，同行男孩子 CFS 因身体素质不好，加上感冒也在此

时晕车呕吐脸色煞白，我只好把位置让给残疾妇女奶孙俩，

又叫同座的另一男孩去与其他两男孩仨挤两个座位，腾出一

个位置来让 CFS 躺下。”



“（2013-08-30）列车 02：47 准点到达大石桥站，我

已极度疲惫，就去与同行的仨女娃四人挤三个座位。女娃仔

DYJ 年纪小难以再支持，坐着就躺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用

左手轻轻抬着她的头，右手搂住她的背膀，让她甜甜的熟睡

着，就这样支撑 3 个多小时直到终点。身心都是沉甸甸的，

感觉肩上承担的责任不单单是老师的更是父亲的，怀里抱着

的宝贝不单单是学生更是女儿。手虽然很酸疼，心里却挺幸

福！

列车于 05：58 到达终点站大连，晚点 10 来分钟，走下

列车左手几乎不能动弹，好在二十中李威主任带领着一位老

师傅早已驱车等候在车站接待处。简短寒暄之后，李威主任

和老师傅就边与我聊天边将我们行李连人分别送上了中型

巴士和轿车，径直驶向二十中。”

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在工作中视同事为兄弟姐妹、视学

生为自己的孩子，这就是黄绍书其人！

黄绍书的主要成就及重要活动

·致力培养年轻教师，指导的青年教师在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教学技能大赛中有多名分别获国家级、省级、市

级一等奖。

·主持负责并按计划完成 2003～2006 年度中国教育学

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科研课题“物理创新实验的探索与实

践”（代号 24092）的研究，并获优秀成果奖。



·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运

用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促进基础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创新研究”子课题“新课程背景下班班通对西部地区实践性

教学的有效性研究”的研究工作，并获优秀成果奖。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摩擦力机理测试仪》和《便

捷易加的汽车玻璃水装置》专利两项。

·在物理类专业期刊上发表教育教学及科研论文 100 余

篇，其中包括外籍期刊 5 篇。

·2010 年 10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实验教学学术研讨会，并作论文交流。

·2016 年 7 月，在河北大学参加全国物理教学改革研讨

会，并作专题报告。

·2017 年 6 月，在清华大学参加哈佛/耶鲁基础物理教

学观摩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7 月，在南开大学参加全国第三届大中学物理

教育衔接研讨会，并作专题报告。

·2018 年 8 月，在贵州大学参加 2018 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学术研讨会，并作论文交流。

·2019 年 7 月，将在云南师范大学参加 2019 全国高等

学校物理基础课程学术研讨会，并将作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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