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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幸福的坚守者
——记湖北省孝昌县“最美乡村教师”张伦瑜

□□通讯员通讯员 周周新超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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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伦瑜，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险峰中
学年轻教师。这位来自山东临沂的 90后
小伙，是一位才情显露的音乐教师，也是
一位幸福、快乐的乡村教师。在孝昌县最
偏远、海拔最高的农村中学，张伦瑜已经
坚守了5年。

回顾 5年来的教育生活，张伦瑜深情
地说，这5年不仅仅是由一天天组成的，而
且是由歌声、笑声、掌声和许多难忘的往
事组成的。

选择：因为独有的职业价值感

5 年前，张伦瑜报名参加了湖北省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招聘考试，顺利通过
笔试和面试，成为孝昌县小悟乡险峰中学
的一名教师。

来自山东沂蒙的张伦瑜，大学毕业后
曾在企业就职，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可一
来到学校，迎接他的是学校低矮的砖瓦
房，阴暗潮湿，蚊蝇滋生，宿舍里夏天漏
雨、冬天灌风。巨大的反差让他很不适
应，一度萌生去意。

彷徨之中，母亲的鼓励让他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母亲告诉他，一个人要到最需
要的地方去创业，与在企业工作相比，身
为一个教师，可以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母亲的这番话让张伦瑜沉静下来，自
己选择教师，不就是希望影响更多的人
吗？怎么能因条件艰苦就改变初心呢？
在山村学校，他从家长信任的态度、孩子
热切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对好教育的期
盼，感受到被需要的温暖。如果谁都不愿
意留在这里，山区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就这样，5 年过去了，张伦瑜再也没
有动过离开的念头。5 年来，身边也有些
年轻教师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但张伦瑜
仍幸福地坚守在这里。毫无疑问，选择
了乡村教育，就是选择了奉献，但更重要
的是，从孩子们的成长中，从自己从事的
职业中，张伦瑜体验到了越来越强烈的
价值感。

“当然，在这里偶尔也会感觉孤独，但
更多时候，我体验到的是充实而快乐的职
业生活。”张伦瑜由衷地说。在学校里，他
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一个人承担了
语文、历史和音乐课的教学，同时还是学
生工作的多面手，是学校各项活动的主持
人，经常辅导学生参加演讲比赛、朗诵比
赛，等等。

工作之余的张伦瑜，和学生建立了亦
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节假日组织学生去爬
山、自己开车带学生去游览，师生一起到
山上摘板栗，在河边垂钓，在田间地头散
步看风景，享受着他们独有的快乐。

如今的张伦瑜在当地结婚成家，买了
房子，真正扎下了根。

幸福：学生成长是最宝贵的财富

山村教育中，有苦也有乐，支撑着张
伦瑜在工作中不断进取的，是大山里活泼
可爱的孩子。

与城市孩子相比，山区的孩子基础
差，有的还很调皮，但同时，他们更淳朴，
也懂得感恩。从他们的成长进步中，张伦
瑜时常感受到初为人师的收获与喜悦。
对这些孩子而言，教育是他们改变自身命
运的唯一希望，而教师就是那个点燃孩子
们希望的人，这让张伦瑜时常感到肩上沉
甸甸的责任。

孩子们都喜欢这个见多识广的年轻
教师，每天下了课都围在他身边，和他一
起唱歌，听他讲外面的世界，也向他讲述
自己的喜怒哀乐。孩子们每次从家里来
学校，都不忘给他带一些小礼物，几个野
果，一堆板栗，一把青菜。每当此时，张伦
瑜心里洋溢着无法言喻的幸福，总想给孩
子们更多的关爱。

学生洋洋聪明活泼，但因为父亲在外
打工，母亲忙于生计无暇照顾，渐渐养成
了许多坏习惯，上课捣乱，下课不是沉迷
玩手机，就是偷偷去网吧。作为班主任，
张伦瑜为了和洋洋建立起信任关系，经常
约他一起打篮球，趁机多和他交流。张伦
瑜还坦诚地说起自己的成长往事，劝导洋
洋要多体谅母亲。就这样，洋洋逐渐和他
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主动把手机交给

张伦瑜保管。
就这样，洋洋逐渐改变不良习惯，能

够安心地学习，上课认真了，课下也主动
向张伦瑜请教。洋洋的妈妈也激动地打
电话说，孩子回家像变了一个人，过去从
不学习的他经常自学到深夜。去年，洋洋
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

5年来，孩子们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
会让张伦瑜满心喜悦，也激励他在工作中
更加投入。能够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山
里的孩子们，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们的成
长，张伦瑜觉得，这就是身为教师拥有的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孝昌县电视台报道了张伦瑜
坚守山村学校、关爱山村留守儿童的事
迹。当年，张伦瑜被评为孝昌县“最美乡
村教师”。面对荣誉，他谦虚地说，这是孩
子们赐予他的。

坚守：来自专业成长中的点滴感动

就在2015年暑假，张伦瑜迎来了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孝昌县电视台向他抛
出橄榄枝，希望他到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多才多艺的张伦瑜，在音乐、舞蹈、主
持、朗诵、演讲等方面均有特长，是备受青
睐的复合型人才，先后在省市县各种朗诵
比赛、演讲比赛中获奖，还曾担任孝昌县
春节晚会的主持人。

但是，张伦瑜斟酌再三，最终决定留
在三尺讲台上。让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是
自己专业成长中的一系列关键事件。

5 年前，刚到险峰中学任教，第一节

语文公开课，张伦瑜上砸了，心里别提多
失望。出乎意料的是，同事们似乎没有
责怪他，反而热情地给他鼓劲。语文骨
干教师刘志辉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他，
让他随堂听课，辅导他写教案，和他交流
教学心得。就这样，在刘志辉的悉心指
导下，张伦瑜很快站稳了讲台，在教学上
脱颖而出，先后多次在市、县、乡教学比
武中得奖。

让张伦瑜难忘的，还有学生带给他的
感动。初三那年，学生雨滢因成绩波动，
对学习失去了信心，经常不写作业，成绩
大幅滑坡。张伦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找到雨滢，像大哥哥一样跟她谈心，帮
她分析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鼓励她对自己
要有信心，在学习上取长补短，全面发
展。同时，张伦瑜还到雨滢家里去家访，
了解她在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希望家长
能够一起配合，给孩子创造宽松的成长环
境。就这样，雨滢慢慢走出成长的“雨
季”，学习重新回到正轨。一年后，她成了
班里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之一，考取当地
最好的高中。

提起这段成长往事，雨滢对张伦瑜这
位“大哥哥老师”心怀感恩。升入高中的
第一个国庆长假，雨滢迫不及待地和几个
同学回到母校看完张伦瑜，细心地帮他整
理房间。张伦瑜生日的时候，雨滢也不忘
从网上发来祝福。学生的这份感恩之情，
让张伦瑜无比幸福。

因为这一切，张伦瑜庆幸自己选择了
教师职业，也愿意坚守在山村学校，并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学校科任教
师不足，并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张伦瑜主动
承担了历史课教学。为了不误人子弟，他
抽空恶补历史知识，主动向有经验的历史
教师学习。去年，张伦瑜代表乡里参加全
县历史教学活动，获得市级微课一等奖的
好成绩。

5年来，让张伦瑜最快乐的事，就是目
睹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一次测试成绩的进步，一点学习态
度的改变，一个行为习惯的改变，都牵动
着张伦瑜的心，也让他感受到精神世界的
充实，体验到职业的崇高与光荣，这是其
他任何收获都无法比拟的。

去年秋季，张伦瑜被小悟乡中心校委
以重任，担任港昌希望小学负责人，既要
承担小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时仍要担
任险峰中学的教学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对此，张伦瑜满怀感激地说，这是大
家对他的信任，也让他更加体会到职业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为了山里的孩子，他愿
意坚守初心，在这里实现自己更大的职业
理想和人生价值。

近年来，甘肃省华亭县皇甫学校确立
了“党建引领全局，课改提升质量”的工作
思路，通过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建工作的契
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将党建工作融入
到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之中，赢得了学校党
建工作和办学质量的双丰收。

近几年，学校党组织先后被华亭县委
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旗党组织”“同
步小康先锋岗”等荣誉称号。

争创品牌，拓展阵地
凸显学校党建核心地位

经反复论证，皇甫学校确立了“爱心
乐园，和谐皇甫”党建品牌，号召党员教师
献爱心、促和谐。具体措施有，领导干部
以改进工作作风为突破点，提高管理水
平，实现优质管理；党员同志以改变服务
意识为立足点，增强服务本领，实现优质
服务；全体教师以转变育人理念为切入
点，优化教学艺术，实现优质教学。同时
为改革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努力开
展好心理健康教育、励志成才教育、自主
管理教育、个性扬长教育、孝道感恩教育、
习惯养成教育等六个主题教育活动，使学
生具有优良的品德、灵活的知识、创造的
能力、文雅的举止、健康的心理、健壮的体
魄，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建设好党员活动阵地，凸显党建工

作的核心地位，学校筹措党建专用经费，
建成了高标准的党员活动室，开展以“组
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建
设、师德师风建设”为主的“五项建设”，对
党建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有人
理事，有钱办事，有阵地议事，有制度管
事”的“四有”保障机制。

学校充分发扬民主管理的作风，党
员干部做好表率，建立了党总支主抓发
展难题、书记主抓支部建设及党员干部
管理、管理干部主抓年级组管理、年级组
主抓教师管理、教师主抓教学质量管理
的工作机制。同时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
设、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加强对党员教师
政治理论学习，在师德师风建设中坚持
开展向全国和本地先进教师学习活动，
开展“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
重奉献”的评比活动，开展“抓管理、抓安
全、抓课改、抓学习、抓队伍，比师德、比
奉献、比技能、比业绩”活动，组织教师学
习《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等教育法规。

双管齐下，共同成长
提高师德修养和学生德育水平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两支重要的队伍，
学校党建工作也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带
好教师和学生这两支队伍当作工作重点。

皇甫学校在全体教职工中大力开展
以优质管理示范岗、优质服务示范岗、优
质教学示范岗为内容的“三优示范岗”争
创活动，点燃了学校党建工作的新亮点。
为了确保活动实效，学校在管理人员中开
展了“管理入微”行动，在服务岗人员中开
展了“服务一线”行动，在教学岗位人员中
开展了“深化课改”行动。

在“管理入微”行动中，学校班子成员
深入课堂、校园、学生宿舍、餐厅、班级、学
生家长，通过看、听、查、问、议、导等方式，
及时发现问题，当场解决问题，提高了工
作的实效性。在“服务一线”行动中，总务
处后勤人员检修线路管网，绿化美化校
园，各处、办教辅人员强化教学过程监管，
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在“深化课改”行动
中，学校组织科任教师深入钻研“先学后
教，当堂训练”课改模式、深入推行集体备
课方式。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全体党员争
当业务能手和师德标兵。“三优示范岗”中
党员的比例占到了60%以上，先后有20多
名党员教职工获得市、县级表彰。

在学生德育中，学校坚持开展以习惯
养成教育、个性扬长教育、孝道感恩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励志成才教育、自主管理教
育等为支撑的“和谐育人”教育活动。每学
期开展 3个主题教育活动，一个学年为一
个循环，通过主题班（队）会、国旗下演讲、
演讲比赛、征文大赛、办手抄报、张贴廉洁

格言、家庭主题实践、小手牵大手等活动，
对学生进行爱党、爱国、爱集体、讲公德、守
诚信、知礼仪、会感恩等人文素养教育。

抓好巩固，提升实效
不断提炼学校党建工作经验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就要巩固好
的经验和做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
保障学校党建工作不断强化。

学校在新学年提出“巩固三项成果，
做到三个确保；开展三项活动，实现三个
提升”的党建工作思路。即，巩固“品牌”
创建成果，确保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巩固

“三优”争创成果，确保“三个行动”服务教
学；巩固课改推进成果，确保教学质量稳
步提升；同时开展作风整顿活动，提升教
师师德素养；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升教
师业务素质；开展“和谐育人”活动，提升
学生德育水平。

加强中小学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根据
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紧紧围绕教育教
学工作这个中心，建好党员活动阵地，创
好党建品牌，带好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
抓住巩固和提升，在组织体系、组织设置、
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以使党建工作
更好地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加快学校发展服务。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华亭县皇甫学校）

实现中小学党建与课改双丰收

□□禹治科禹治科师德建设

张伦瑜和学生们一起上音乐课张伦瑜和学生们一起上音乐课

前不久，随着本年度高考成绩
公布，在一些省市，个别考生奇怪地
发现，自己的成绩被屏蔽了，但随即
惊喜地得知，这意味着他们的成绩
进入了全省（市）前列。这是当地为
了防止对所谓“状元”的过度炒作而
采取的新举措。据了解，今年全国
已经有多个省市采取了这一做法。

对于屏蔽高考高分考生的做
法，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治标不治
本，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对高分考
生的追捧。

但我以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
教育行政部门向全社会传递出的一
个鲜明信号，也是一个对学校、教师
乃至家长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做
法既符合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与理
念，也体现了教育行政部门对不良
社会倾向的一种纠偏，对这样的新
动向、新做法，应该大声叫好，而不
是用消极的态度去指摘。

多年来，每到高考季，都会有一些
媒体为博眼球，大肆宣传高考“状元”，
其激烈程度不啻于一场新闻大战。这
样的做法迎合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加剧了对“状元”的炒作，使人们对分
数和升学率的关注更加升温，也助长
了“应试教育”的功利倾向。

对这样的不良倾向，专家早就
提出批评，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提
倡以人为本的背景下，我们的关注
点不能是一两个或少数考生，不能
过度渲染和解读他们的“成功”，而
忽视了更多的考生，进而制造出只
有“状元”或少数高分考生才算是成
功，其他更多学生都“沦为”失败者
的错误倾向。

为此，各地也早就有过相关规
定，不能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学生
成绩属于学生的个人隐私，应该予
以保密，以此体现出对所有学生的
尊重。但从实际情况来说，炒作“状
元”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对学生进行
成绩排名的事仍很常见。

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从根源
上来说，可能还是与一些地方政府
或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功利化的评
价方式有关。君不见，时至今日，在
一些地方，只要考出一两个北大清
华学生，上至当地政府，下至学校教
师，都欢欣鼓舞，与有荣焉，有的上
门送喜报，有的骑马游街，大肆宣
传，仿佛只有这样才算是教育的成
功，完全忽视了当地更多高考学生
的感受。

正如有人曾言，我们的教育如果
只是培养了少数的成功者，而让大多
数学生带着失败者的心态离开学校，
那恰恰是学校教育最大的失败。

所以，面对多年来一直高烧不
退的“状元”热，屏蔽高考高分考生
的做法，可谓是一场及时雨，给这一
做法适当地降降温。

批评这一做法的人承认这一做
法初衷良好，但他们认为仅仅靠屏
蔽高考高分考生的做法，不能完全
遏制人们对“状元”的追捧，理由是
在被屏蔽分数考生的学校，仍在沾
沾自喜地宣扬。

我以为，不能因此就判定屏蔽
分数的做法无效。一方面，因为高
分考生的成绩集体被屏蔽，必然因
为成绩被“模糊”处理使得人们无法
分辨具体谁是“状元”，也势必让“状
元热”大幅降温；另一方面，对于这
样明确的信号导向，基层学校和教
师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深入领会
新举措的意旨还需要一段时间，观
念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切不可急
于求成，对新举措的效果过于悲观。

说到底，屏蔽高考高分考生，真
正体现的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动作
为，希望对教育中的不良倾向进行
纠偏的担当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
给予肯定，任何问题的解决也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因为问题没有
彻底得到解决就否定这样的努力。
毕竟，愿意作为、敢于作为总比不作
为要好得多。

因此，虽然这一做法也多少有
些被逼无奈的味道，从目前的效果
来看，在大多数省市，人们还在盲目
地追逐“状元”，但不能不说，屏蔽高
考高分考生，是一个好的开始，带了
一个好头，值得更多地方效仿，也期
待有更多更有效的遏制“应试教育”
不良倾向的新举措出现，引导政府、
学校以及民众等树立正确的教育质
量观，关注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关
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教育发展创
造更加优良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实验学校）

声音

为“屏蔽高考高分
考生”叫好
□□孙利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