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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一

2004年7月，300多名大学毕业生响应
号召，到乡村去当老师。奔赴乡村前，他们
在武汉参加岗前培训。

“同学少年，书生意气”，踌躇满志的青
年，年轻的面颊有一层皎洁的光芒。大家
聚在一起，谈论未来人生，探讨乡村教育。

培训不应是简单的知识讲授，枯燥的
理论教导，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的提振、情
感的升华、团队的凝聚。

于是，300多名准老师开展演讲比赛、
配乐诗会、乡村情景剧……每个人都是青
春的主角，站在培训舞台上，眺望未来人生
的风景。沿途长满荆棘，但前方辽阔宽广；
征程总有风雨，但未来美好神奇。

在培训晚会上，大家朗诵原创诗句：
“同在一片蓝天下，我曾注视过多少双孩

子的眼睛，我曾感受过多少颗心灵的渴望，我
想着有一天，能放飞他们的梦想……做一支
蜡烛，燃烧激情，播种光明，点亮梦想。点起
一簇簇烛光,让精神起舞，把灵魂照亮……”

每个人的神情镇定坚毅，每个人的声
音铿锵有力。培训结束后，300 多人奔赴
荆楚各地。他们朗朗诵读的声音，一直回
荡在脑海里。

这是第一批。此后，每年将有一批又
一批大学毕业生，沿着他们的足迹，投身到
乡村去。

青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青春的声
音，不能平铺直叙，应有一种动人的旋律。
明年，大家要有属于自己的歌曲！

二

2005年，又有1000多名大学毕业生选
择到乡村当老师。

这一年，他们尝试创作《教师之歌》。
湖北文理学院毕业的邬迪云来参加培训。
这个抱着一把吉他的小伙子，马上吸引了
大家的注意。台阶前，草坪上，书桌边，他
耳朵上夹着铅笔，边弹边写，大家围坐旁
边，一起听着调子，出着主意。

终于，培训结束前，在一张草稿纸上，
大家创作出第一首歌曲。

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啊，取名《播种希
望，我心飞翔》。年轻的老师们爱不释手，
从简谱到歌词，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
笔一画，整整齐齐。

火热的 7 月，省里举办欢送大会。会
议尚未开始，几位老师情不自禁地哼唱，没
想到小声的哼唱却像星星之火，蔓延到整
个会场。

大会结束前，主持人说，刚才在场外就
听到你们的歌声。我提议，大会增加一项
议程，请全体老师齐唱刚才的歌。顿时，歌
声在大礼堂响起——

“这世界需要你的关怀，为了乡村渴求
知识的小孩，献出你的热情与豪迈，这世界
会因你而可爱。

让我们一起呐喊，让热血继续澎湃，让
我们继续期待，让我们执着未来。”

老师们挥动手臂，向青春和未来致意；
台上的领导挥动手臂，向即将奔赴基层的
老师们致意。

这是第一首歌，但不是最后一曲。
青春的色调绝不单一。青春有很多版

本，歌曲也应有许多版本。《教师之歌》只是
一个大标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诠释，每
个人都可以写出自己心中的那一曲。

在青春舞台上，在人生岁月里，人人都
是作词家，人人都是作曲家。

三

那一年，一个毕业生到黄冈老区的一
所中学。校长说，老师们年龄偏大，这里音
乐课没人教，现在最年轻的就是你。

他不识乐谱，不懂音律。他想，我就先
教孩子们唱歌吧。于是他开始教教师之歌

《与你同行》。教着教着，他发现孩子们非
常喜欢。这首由新教师刘宁、刘赫在培训
期间写的歌，唱到了他和孩子们心里。

“一瞬间，看见你充满期待的眼。心中
的信念在我梦中浮现。今天我站上讲台，
回想以前的一点一点，心中那个梦想，我用
双手实现。微笑是你的祝愿，因为有你的
笑脸。乡村从教的我们，从不觉得孤单。
从教难忘的经历，写就人生美好答卷。”

他在歌声中，给孩子们过集体生日；她
在歌声中，给孩子们举办元旦晚会。他们
用歌声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用歌声在大
山里践行素质教育。

这些年，这些歌曲和他们一起，从省城
走出来，从培训班走出去，走到乡村学校。
走进很多乡村学校，会发现孩子们都会唱
这些歌。那些青春的梦想，人生的憧憬，都
唱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前几年，我在一所大学和刚进校的大
学生们座谈。一个女大学生来自南漳山
区，说她的老师也曾在这所大学读书。她
给我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与你同行》，一
下子把我拉回唱这首歌的记忆里。

四

2009 年，投身乡村教育的大学毕业
生，已从 5 年前的 300 多人壮大为 3000 多
人。使命在歌声中接力，爱心在歌曲中
传递。

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熊缨，即将到大
冶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望着广场上庞大
的队伍，这个娇小的女孩子一口气写下《扬
帆起航》等多首歌曲。

200 多名老师组成的领唱团，数千人

参加的合唱，在广场上蔚为壮观。激扬的
青春，嘹亮的歌声，飘舞的红旗。

“肩负使命扬帆起航，到乡村去播种人
生希望。携手从教你我同行，放飞青春美
好理想。薪火传递爱心接力，坚守使命自
强弘毅，不畏艰难永远向前，从教经历终身
财富，为天下桃李芬芳。”

所有青年都是兄弟姐妹，心都连在一
起。歌声中有团结的力量，歌声中有奋斗
的勇气。

告诉我，在乡村的岁月艰不艰苦？可
是歌声中为什么感受不到艰苦？

这些年轻的老师，不是盲目的乐观主
义者。信息时代长大的他们，在下基层之
前，早已从朋友、网络，从方方面面了解了
乡村生活的实际。

明知艰苦，但他们敢于进行选择，歌声
是同志之间的相互鼓励；工作后，他们体会
孤独，但他们从不轻言放弃，歌声是精神的
支撑工具。

一位老师从山村写信说，有一段岁月
最为艰苦，在寒冷、孤独的夜晚，他坐在寝
室里点亮一根蜡烛，突然就吼起来——“肩
负使命扬帆起航”。那一句，一下子划破了
夜空的孤寂，让他内心多了无限豪气。泪
珠一下子就下来了，他边哭边唱，唱完抹干
眼泪，暗暗在心里说，工作还要努力，生活
还要继续。

他们在寒冷的冬天，炎热的夏季，在孤
独的夜晚，艰苦的环境里唱着这些歌。青
春是什么？青春是知晓困难险阻后的义无
反顾，青春是遭遇挫折打击后的勇往直前，
青春是心存敬畏中的无所畏惧。

五

歌声是什么？歌声是一种绚烂，歌声
是一种美丽。2010年，刚从三峡大学毕业
的王华芳即将到十堰山区任教。心中充满
浪漫的她，写下这样的歌曲：

“云儿飘飘风低语，童年清清小溪，依
着你的美丽寻找梦的眼睛。远山的花儿开
了，幸福的脸儿笑了，要做那天边星星爱的
眼睛。

你无法想象 4000 人坐在课堂上挥舞
着手机的场景。从台上往下看，像一片浩
瀚的星空，每个人都是一颗明亮的星星，用
自己的光照亮黯淡的夜。

这些年来，这些年轻的老师们从山里
发来的照片，令人感慨，即使一个地方很贫
瘠，但也有属于它的美丽。

看，远山的花儿开了，红艳艳一大片，
年轻的老师挽着裤脚，牵着学生的手，淌过
春意盈动的小溪；远山的玉米熟了，黄灿灿
一大片，年轻的老师背着画夹，牵着学生的
手，穿过秋高气爽的山地。

岁月静好。年轻的老师，唱着歌，带着
孩子们，感受到一种自然之美，音乐之美，

职业之美，生命之美。
一位女老师从大山里来到省城，交谈

时笑着告诉我，常在讲台上发现不知是谁
采给她的山桃花、野核桃、大板栗。原来这
三尺讲台上，也有盎然的四季。

六

歌声见证了收获，歌声见证了欣喜。
2011 年，全省 14 对新教师即将喜结

连理。
给他们赠送什么贺礼更有意义？
送一首歌吧！歌声是人生幸福的见

证，歌声是青春永久的记忆。已在咸宁一
所农村学校任教的张弥作曲，大家一起填
词，创作了《因为爱》。

在歌声中，大家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
集体婚礼。

“昨天我们不曾相识，爱的呼唤让我们
在一起，今天我们在爱中携手，同去谱写爱
的乐章——朝着共同的理想，灿烂的明天，
并肩双双飞；怀着质朴的信念，澎湃的热
血，飞向广袤蓝天；带着光荣的使命，赤诚
的爱心，展现美丽的身影；送上我们的祝
福，我们的情谊，共同把爱心传递！”

两年后，张弥也收获了属于她的爱
情。大家也为她歌唱和祝福。

简朴的舞台，隆重的婚礼。我们能体
会他们此时的幸福，这份幸福需要此前承
受多少孤独、经历多少磨砺？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他们为孩子付出
了爱，也收获了爱。

在这个容易浮躁的时代，爱情的信心
往往不足，有时要以钻戒、房子作为爱一个
人的底气。可竟然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

人，用“裸婚”宣告两颗心最真挚的情义。
他们骄傲，有数千人为他们写歌，唱

歌，发自肺腑，见证他们的青春与幸福。

七

他在十堰任教，她在恩施任教，他在黄
冈任教，年轻的老师们，可能相互不熟悉，
但一定有共同的歌曲。无论走到哪里，共
同的歌声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大家把歌曲唱到了大山深处，唱到了
首都北京，唱到了大洋彼岸。

2011年11月，95名乡村老师访问英国
学校。在伦敦的学校，他们看到了令人羡
慕的音乐教室，见到了阵容庞大的学生乐
团。在圣凯瑟琳学校，学生乐手们为他们
演奏精彩的乐章。

同行的老师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回
赠？唱我们自己的歌吧。大家手牵手轻轻
地唱，没有配乐，只有清唱。

一曲结束，学校校长问，这是什么歌，
为什么这么好听。他们告诉她，这些歌曲，
关于梦想，关于青春，关于教育。

是的，为什么我们的歌曲总能一直传
唱，经久不息？

因为每一首歌里，都有爱，都有美，有
着梦想，有着青春的活力。

听到每一首歌，你就想到每一批青年，
想着这些人肩负着青春的理想。听到这些
歌，你就会想，这一代人，还有着他们的精
神，有着来自内心深处最坚韧的动力。

许多年后，当你听到这些歌，你不一定
知道他们曾经为这个时代所付出的青春，
但你一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些青春中动人
的旋律。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报
联合主办

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门头沟区召开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工作部署会。为确保乡村教师岗位生活
补助发放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门头沟区教委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组织召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
政一把手、“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以及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深刻认识政府
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历史背景及重要意义，
充分了解为乡村学校发放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的必
要性和现实意义，为顺利推进乡村教师岗位生活
补助发放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部署会上，区教委对岗位生活补助发放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各学校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做
好此项工作，对在此项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的学
校领导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结合本区实际情
况，区教委针对山区乡村学校、门城地区已纳入乡
村学校范围的学校和未纳入乡村学校范围的学校

分别召开校级领导座谈会，就各自在落实乡村教
师岗位生活补助发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
行沟通，逐一进行答复，统一口径。区教委要求，
各学校要充分发挥党政工团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方面的体制优势，充分发挥教代会代表、学科骨
干、师德标兵在教师中的影响力，积极稳妥地做好
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发放的宣讲和落实。

据悉，门头沟山区乡村学校教师岗位生活
补助已于 4 月底发放到教师手中。门城地区乡
村学校教师岗位生活补助也将发放到位。下一
步，门头沟区将抓住岗位生活补助落实的契机，
全面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加大岗位竞聘力
度，鼓励门城地区优秀教师向山区流动，并利用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相关政策，支持乡村学校
校园文化建设和研学活动，促进全区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师闻）

本报讯 日前，我爱教师第二届家校合作公
益高峰论坛在山东青岛举行。著名家庭教育专
家孙云晓等围绕如何让家长成为教育“合伙人”
的主题展开研讨。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教师与
家长千余人参与了此次论坛。

青岛市教科院院长柴清林在开幕式上指出，
如何真正了解、懂得每个孩子，是教师和家长的
必修课，希望本届论坛能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让社会各界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无忧的成长环
境。我爱教师网CEO付洪恩表示，希望能够通过
本次公益论坛，传递更多关于家庭教育的理念，
通过对教师的职前和职后服务，帮助教师，成就
教师，幸福教师，进而把幸福传递给家庭，共同推
动教育发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
究员孙云晓作主题讲座，他结合改变自己一生

的三个习惯，层次分明地诠释了核心素养要从
好习惯养成开始，进而指出了家校合作的方
向。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兼书记张敏结合
自己的“育儿经”以及开设全国首个“家长上岗
课程”等亲身经历，给大家分享了他的教育理念
和实践，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引领孩子幸福成长
的密码。

在论坛辩论环节，围绕“家庭和学校，谁对孩
子的影响更大”“教育新生态下，孩子该散养还是
圈养”等话题，来自青岛市的校长、教师和家长代
表等展开激烈辩论，在各抒己见中让大家认识到
家校合作才是教育的最佳途径，教育的目的是实
现孩子的快乐、健康、科学成长。

据悉，本次活动由我爱教师网与青岛教育全
媒体联合主办，青岛为明学校承办，青岛教育科
学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 （师闻）

我爱教师第二届家校合作公益高峰论坛在青岛举行北京门头沟稳步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夏夏 风风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我们的歌

当代青年要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这是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嘱托。

近年来，国家号召青年到基层实践锻炼，实施“特岗计划”，各地也配套实施一系列相应计划，鼓励
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以湖北为例，近年来共选派5万名大学生到乡村当老师。全国
各地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勇于选择，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五四”青年节之际，湖北省教育厅夏风老师深情撰文，用如歌的语言记录这段难忘的青春岁
月，记下这群青年的理想与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