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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湖北襄阳：“教师之家”三代接力育桃李
□ 通讯员 陈建波 朱月皎 □ 本报记者 黄 浩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

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

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在

湖北省襄阳市，三个“教师之家”三代

接力育桃李的故事，让人真切感受到

三尺讲台的温度和书香育人的家风。

坚守：一家三代扎根山区

南河镇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谷城

县南部，这个集山区、库区、老区为一

体的边远乡镇，坐落着建校 34 年的

南河镇中心学校。由于山村学校师

资力量有限，这里的老师都得一人教

好几门课。王佩正是这里的英语兼

地理教师。

清晨，天空飘着凉爽的秋雨，薄雾

轻起。王佩在上课铃响后顾不上撑

伞，拿着课本就冲进教室。

“自己和学生都能受益，教师是越

做越幸福的职业。”王佩说。2013 年

的教师节，王佩被学校评为“学生最喜

欢的教师”。

王佩出生于谷城县盛康镇一个教

师家庭，爷爷王志斌今年92岁，是家里

第一代从教者，门下学生10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家乡人没有

机会上学，只能在地里干农活。同样

出身农家、祖辈务农的王志斌为了改

变这种现状，开始自学知识，教家乡的

孩子们认字、算数，希望他们用知识改

变命运。带着这样的信念，王志斌走

进了盛康镇黄岗中心小学，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

在爷爷的影响下，父亲王彦、母

亲帅德琴先后走上三尺讲台，到南河

镇中心学校任教。长辈们的潜移默

化让王佩对教师这一职业具有天然

的好感，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师范类学校，毕业后回到

家乡任教。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看

到孩子们一张张渴求知识的淳朴脸庞

和讲台上摆放的鲜艳山花，我的内心

好像一下被什么东西触动了。自此，

我决心扎根山区，为这里的孩子带来

知识与关爱。”王佩说。

家风：名师成长背后的助力

说起襄阳四中的刘红云，许多人知

道她是湖北省“楚天园丁奖”获得者，还

是网红英语教师。许多人不知道，54岁

的刘红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母亲

是襄阳市二十五中的语文教师，大妹是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小妹是荆州街

小学的名师，两位妹夫也都从事教育工

作，2017年，刘红云武汉大学博士毕业

的儿子也选择留校当老师。

“在我们家，当老师好像是顺理成章

的事。”刘红云说，母亲1959年参加工作，

在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30多年。因为从

小目睹母亲挑灯备课的认真，看过母亲走

着夜路家访的执着，久而久之，教书育人

的理想深深印在她和妹妹们的心中。

刘红云回忆道，小时候一放寒暑假，

母亲便会带着她们姐妹三人一起读书。

因为家中订有《小说月报》《世界文学》

《十月》等杂志，母亲便常带领她们阅读，

并对文字进行赏析。良好的家庭学习氛

围，让姐妹三人自小便养成了走进家门

就看书的习惯。刘红云说，自己骨子里

那份文艺气质也正是那时修炼出来的。

大妹刘劲松并不是一毕业就当了

老师，而是先进入工厂从事技术工作，

直到 2004 年，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教

育行业，调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刚登上三尺讲台时，刘劲松常在家

中模拟课堂，请母亲、姐姐和妹妹来听

课，并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意

见。刘红云说：“这些年，一家人在一起

做教学交流，早已成为我们的日常。”

在整个大家庭里，受刘红云影响

最深的，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外甥

女肖扬羽。

肖扬羽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常年

工作忙碌，从小肖扬羽就喜欢和刘红

云待在一起。在肖扬羽眼中，刘红云

不仅是舅妈，更是她的偶像与恩师。

因为刘红云，高考填报志愿时，学

理科的肖扬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英语

专业，如今博士毕业的她已是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校区的一名英语教师。

“第一次上讲台，不知道穿什么”

“大方得体就好”“感觉第一次上课速

度太快，80分钟的课40分钟就讲完了”

“你可以适当放慢节奏，多设计一些活

动和话题，增强与学生的互动”……每

天，刘红云与肖扬羽都会在微信上进

行与教学有关的交流。

撰写教学心理学的博士论文时，

肖扬羽还以刘红云的学生为研究对

象，连续三年到刘红云的班上听课，搜

集素材。

明年刘红云就到退休的年纪了，她

表示自己还是会当老师，并且通过办“妈

妈读书会”，教妈妈们如何教育孩子。

热爱：让教师梦代代相传

今年的9月10日，是吴思远在襄阳

市第三十六中学度过的第3个教师节。

吴思远一家三代出了 10 位教师，

现在全国各地任教。当教师，在他们

的大家庭里不仅传承的是一种职业，

更是一种家风。

“大爷爷、爷爷都是师范学校毕业

的。伯伯、姑姑辈的有 4 位老师。其

中，大伯吴兴军是大学教授，大姑母吴

兴英在沁阳一中教了40年语文。还有

表姐、表姐夫、表妹和我，都是老师。”

说起家里的教书人，吴思远如数家珍。

正是因为生活在书香满溢的教师

大家庭，吴思远自小便对教师这个职

业充满敬畏与向往。

虽然爷爷今年已经 77 岁了，退休

多年，但“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

作”，仍是他这些年常挂在嘴边的话。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吴思远的爷

爷常跑到山里挖野菜，然后把菜卖了

换钱买粗粮给学生们补身体。在他的

影响下，吴思远的父亲也渴望走上三

尺讲台，然而因为参军，梦想就此搁

浅。“当老师是我的梦想，也是父亲的

梦想，很庆幸，我帮他弥补了遗憾。”吴

思远说。

得知吴思远家乡不在襄阳，去年

过生日时，她所带班级的学生合力画

了一幅很长的画卷送给她作为生日礼

物，让她感动不已。“逢年过节，许多家

人依然坚守在讲台上，我们很难相

聚。”吴思远说，“但身为教师，我们时

刻享受着学生带来的温暖，一切都是

值得的。”

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中
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

委印发了《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

方案》。通过开展经典诵读、书写、

讲解等文化活动，挖掘与诠释中华

经典文化的内涵及显示意义，引领

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

地熟悉诗词歌赋、亲近中华经典，

更加广泛深入地领悟中华思想理

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华

人文精神。

《方案》指出，将通过举办全

国性大型活动、建设校园诵读品

牌、组织“送经典下基层”活动、开

展中国节庆日诵读活动等方式，

并 通 过 加 强 诵 写 讲 师 资 队 伍 建

设、构建经典诵读课程和教材体

系、建设中华经典优质学习资源

等基础资源保障，到 2025 年，使社

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更加热爱中

华经典，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应

用能力显著提升。 （师闻）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传统文
化教育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孙和保）诗词舞

蹈《三字经》、短剧《敬世界一杯

茶》、色空鼓演奏《声律启蒙》、国医

三句半《五季与健康》、朗诵《少年

中国说选段》……目前，由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小

学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办，以

“蒙以养正，学以成人”为主题的第

三届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论

坛在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举办。

来自北京市丰台区纪家庙小

学、重庆市武隆浩口小学、青岛广

水路小学等全国各地的一线校长、

教师出席论坛，并围绕传统文化教

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定位研究，传

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培养，传统文化

教育的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等方面

进行经验交流。

“学校教育教什么、如何教，

怎样评价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

怎么培养人的问题。”上海大学哲

学系教授朱承说，“我们把优秀传

统文化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对于培养思想深入、品位优

雅、情操高洁的全面发展的人具

有重要意义”。

除了专家发言和学校经验分

享，本次论坛还在北京市二十一世

纪学校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课程展评，展评课覆盖小学、

初中、高中的语文、科学、英语、美

术等多个学科。

“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本质是

什么？其实还应是对培养什么人、怎么

培养人的一种教育价值的转变。我认

为它真正站到了‘培养面向未来的人’

这样一个视角来思考我们今天怎么做

教育。这样一种教育要尊重每个孩子

平等的权利，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差

异，要让孩子学会思考、学会合作、学会

创造。”日前，在第五届“一对一教学探

索·西山国际峰会”上，北京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方中雄表示。本届峰会在人

大附中西山学校举办，以“深耕内涵，走

向未来学习共同体”为主题，来自中国、

美国、英国、新加坡、芬兰、丹麦、印度等

国家的400余位嘉宾参会，围绕信息化

时代下的学习方式变革与学校内涵发

展等话题，进行了跨专业、多视角的深

入交流和实践成果展示。

如何让学生融入未来世界？学生

需要什么样的体验？校内校外教育如

何结合？“我们原来有固定的时空，而

未来要有灵活的时空，不是看有多少

课程，而是需要一定的灵活性。”香港

蒙特梭利国际学校校长凯尔·瓦格纳

表示。他以美国爱德华州的一所学校

为例，在那所学校，教室之间的墙不是

传统混凝土墙，而是可以灵活移动的

活动墙——教室可以随时变成一间办

公室。课堂上，14名高中学生召开模

拟会议，就像学校的董事会，共同讨论

学校的发展方向。而在另一所学校，

学生做早课的方式是，教师将混龄学

生带到农场做实验，如收集废物、学习

农场业务等，学生遇到问题后，及时进

行讨论，最后解决问题。“未来学校要

把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让学生真正

进行自主、跨学科学习，教师不要只想

技术，如电子元件或VR眼镜等，而是

要为学生创造环境，并让学生融入这

样的环境学习。”凯尔·瓦格纳说。

当然，面向未来的学习，信息技术

的支撑也必不可少。华南师范大学教

授焦建利认为，教师要合理利用平板

电脑进行教学，“移动终端带给教育教

学最重要的是定制，这种定制可以使

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变成现

实”。但与此同时焦建利也表示，有许

多教师在使用平板电脑和APP进行教

学时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比如学校

智慧教室的项目或电子书包的项目缺

乏系统的设计、科学的规划。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课程的有

机融合下，不同地区和不同程度的学

校，均可实现具备自身特色的信息技术

与课程教学常态融合。”洋葱数学首席

执行官杨临风表示，自2013年开始，人

大附中西山学校与洋葱数学共同探索

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于

2015年将洋葱数学的智慧课堂解决方

案覆盖到全校。洋葱数学在国家课标

基础上研发了一系列与教材配套的数

字化课程资源，在平台上百亿条的学习

数据和人工智能学习引擎的支撑下，对

完整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练习、测试、诊

断等六大模块实现了全面的智能化与

数据化，为教师和学校提供了完整的智

慧课堂教学常态应用模式。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校长刘彦表

示，从建校第二年就开始做“一对一”

数字化未来学习，将IPAD引进课堂，

如今已走过 8年。现在，从初一到高

三，学校所有年级都进行了信息技术

与传统教学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们争当技术达人、创意达

人，不仅学习时空发生了变化，更重

要的是学生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整

体状态都发生了变化。

“希望在未来的教育和学校的探

索当中，我们能够真正构建一个未来

学习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在学

生之间，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

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学

校与家庭和社会之间。”刘彦说。

会上，来自美国、英国、芬兰、丹

麦、印度等国家的教育领域专家学

者，还就学习革命、新时代教学工作

者的格局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第五届“一对一教学探索·西山国际峰会”举行，专家指出——

师生要共同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
□ 本报记者 钟 原

图片
新闻

浙江温岭：小画家现场绘制团箕画 装点美丽乡村
10月7日，50位小画家现身浙江省温岭市城南小学“田缘书乡”绿色教育实践基地绘制团箕画。孩子们有的描绘了灵秀城南的自然风光，有的记录了这片

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文化故事，作品寄托了对城南镇蝶变的美好祝愿。（徐伟杰/摄）

（上接1版）

“如果没有他们的陪伴，我真不

知道怎么熬过那一夜，也许当天就从

乡村学校逃跑了。”女孩感激地说。

也因此，在吴虹看来，作为一个

学习社群，“青椒计划”的平台不仅给

教师们提供了培训学习的机会，更成

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平台。

重塑社会组织

就在今年 9 月，“青椒计划”第二

期项目宣告启动，又有全国各地的

1.5万名乡村青年教师加入学习者行

列。此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等大

学、公益组织等参与进来。

显然，作为诞生在“互联网+教

育”背景下的一项教师教育创新，“青

椒计划”展现出极其蓬勃的生命活

力，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方面，随着更多教师进入“青

椒计划”的平台，如何了解他们的需

求，为他们提供真正“有用”的课程，

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为了给乡村教师提供更多支持

性服务，沪江“互+计划”团队精心整

合了全国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推出

了“美丽乡村大课表”。

“这个课表全免费开放，目的是

通过大规模、低成本的方式，把优质

的选修课资源推送给乡村学校，帮助

他们开齐开足课程。”吴虹说。

但吴虹同时强调：“我们的最终

目的，不是要教他们语文课程该怎么

上，数学课程该怎么上，而是希望通

过这个平台唤醒他们内在的自觉，让

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主发展。”

作为专业课程设计者，郑新蓉

在课程设计中既重视学以致用，又

强调课程设计的系统性和引领性，

“教师只要长期跟随专业课程的学

习，一定会产生某种变化，这个变化

是其他零星课程无法达成的”。

在郑新蓉眼里，也有对“青椒计

划”的远景期待：“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的学习，让教师愿意阅读教育专

业书籍，愿意用这些方法去实践、去

思考，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育研究

者和儿童观察者，进而成为未来农村

社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多方合作、

共同参与的社会公益项目，怎样在未

来的发展中形成可持续的运作方式

和规范的运作规则，也不容回避。

“作为一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便

捷的学习研修方式，未来完全可以让

更多教师参与进来。这需要通过政

府来推动，联合各方力量，推进治理

方式变革，扩大乡村青年教师学习的

规模。”朱旭东建议说。

“未来的‘青椒计划’，应该是一

个多方参与的教育生态模式。”吴虹

说，“它需要政府不断推动，让更多教

师参与进来。随着基层的教师越来

越活跃，他们会慢慢成长起来，成为

教育的变革者。”

展望未来，朱旭东说：“如何落实

教育精准扶贫，更好地服务乡村教师

的成长，是一件很有吸引力也更有挑

战性的事业。作为教师教育方式的

一种创新，我们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让它更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一切还在探索之中，汤敏坚

定地认为：“‘青椒计划’可能是中国教

育史上学术、公益及相关组织机构第

一次大规模、深度的融合，它将开创乡

村教师大规模社群化学习的先河。”

目前，借鉴“青椒计划”的合作模

式，汤敏正在推动乡村医生的培训。

“如果教师培训可以这样做，为什么

乡村医生培训不能这样做呢？”他说。

在汤敏看来，“青椒计划”带来的

不仅是一次教师教育模式的革命，也

将是一次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

同样令人欣慰的是，不久前召开

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注重运

用信息化手段使乡村获得更多优质

教育资源”。这无疑也让人对“青椒

计划”的未来充满了新的期待。

“青椒”成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