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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是我第一届学生，今年

暑假后就升初二了。”顺着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兰采乡中心寄宿制

学校教师索南尖措的话音，目光定格

到照片上，吸引记者的不是几十张红

红的脸膛、雀跃的身影，不是蓝天白

云、牧草碧青的背景，而是在孩子面前

堆得如小山一样的食物：绿皮青纹的

大西瓜，金黄的梨子、大袋的五香葵花

籽 ……“为 什 么 前 面 摆 许 多 吃 的 东

西？”“我给他们买的，孩子想家想得不

行，我就给他们买好吃的，带他们到草

地上玩，这是缓解情绪最有效的方

法。”索南尖措语调平缓、不急不徐，传

递着淳朴的愿望。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兰

采乡海拔 3263 米，是当地三大牧区之

一，索南尖措执教的兰采乡中心寄宿

制学校距离牧民家很远，学生乘车到

校大多需要两三个小时，因此不得不

从幼儿园开始住校。

在藏语中，“索南”是福德的意思，

“尖措”是大海的意思。对于教师索

南尖措来说，师者就是带给学生如海

的福气，让学生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学校，索南尖措既是教师也是家

长，他以爱心、耐心、热心孜孜育人，

在辽阔的高原上谱写着不悔的青春

之歌。

扶贫先扶智
引领学生成为精神强者

2018 年春季开学，兰采乡中心寄

宿制学校为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做

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签订责任书，所有学生包保到

人，每位教师承包一户贫困家庭，定时

走访、帮扶。与此同时，学校建立健全

了控辍保学的各项制度，如学龄前儿

童登记制度、学生情况变动及时报告

制度、留守儿童帮扶制度、辍学学生劝

返复学制度、学困生帮扶制度、控辍保

学奖惩制度等，完善各种档案材料共

计 18 项，这些制度有力保障了牧区孩

子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索南尖措包保的贫困户周本卡

洛家有 5 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两个

读初中，两个读小学。二三十只牛羊

是这个家庭的全部生活来源，经济状

况可想而知。因为贫困，家长和孩子

都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尤其是读

高中的久美扎西，他品学兼优，就读

的同仁市民族中学是青海省名校。

可是入学后他的压力更大，既想全情

投入读书，又因为家中的经济状况而

担忧、分神。

为了帮助久美扎西减轻心理负

担，集中精力学习，索南尖措除了定

时家访，给予这个家庭物质上的帮

助，还时常到学校看望久美扎西，约

他在黄南州的书店见面，鼓励他，送

书给他，用书里的故事开导他。有时

候，索南尖措也请久美扎西吃饭，在

轻松的环境里“现身说法”：“我上学

时家里也很穷，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

困户。我的父母都不认识字，但是坚

持送我到学校读书。他们不懂得什么

大道理，只是朴素地认为读书可以摆

脱贫穷、改变命运。我在学习上从来

没有服输过，小学的学习成绩总是全

班第一，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从中

学到大学毕业，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放

假回来了，因为我回来后不出门，总

是在家里看书。”

索南尖措给久美扎西讲自己求学

时的经历：“上了大学，每次开学我都

是哭着返校的。因为每次开学前，爸

妈都要去亲戚朋友家里借钱。在那种

情况下，我都坚持下来了，现在国家

有各种教育政策做保障，你要有勇气

面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久美扎

西 听 得 很 认 真 ，平 稳 度 过 了 高 一

学年。

比起周本卡洛家单纯的贫困问

题，其他诸如单亲家庭的孩子、孤儿等

问题，更需要教师给予全方位的关心

照料。索南尖措记忆深刻的一个孩子

名叫才让卓尕，这个性格内向、老实、

学习一般的小女孩从小没有父母，由

奶奶养大，她的眼神里总是透出一种

孤独感，远远地躲着老师，上课也不言

不语，很少和同学玩笑。

当时索南尖措刚参加工作，执教

一年级。他想帮助她、改变她，让她内

心充满阳光。

索南尖措总会把目光落在这个小

女孩身上，用眼神与她交流，并在她进

步的时候，给她一张奖状；总会在适当

的时候请她回答问题，给她竖起大拇

指；总会在带学生玩乐时拉她一起参

加……渐渐地，才让卓尕的神情不再

紧张，脸上有了从容的笑意。

索南尖措明白，比起贫困，这些学

生心灵的贫瘠更需要关怀。作为教

师，他不仅要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更要

用心、用情、用爱浇灌他们的心灵，使

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富有者。

为了帮助更多困难家庭的学生，

索南尖措不仅自己出资给学生买靴子

和冬衣，还通过各种渠道筹款扶贫助

困。他在微信群里向好友募捐，联系

“906爱心团”“一滴水基金会”，帮助那

些家境不好的学生，给他们买学习用

品和生活必需品。

学生万德措说：“每到冬天，老师

都会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买

暖和的衣服，还用自己的奖金给我们

买很多书……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

是课本上的知识，更多是对我们的关

爱。索南尖措老师把我们领进了智

慧的大门。”

给钱给物只能解决一时之困，精

神丰盈、自立、有追求，才是孩子拥有

美好未来的基石。教育扶贫，是用爱

点亮孩子心中的光，照亮孩子脚下的

路，给他们勇敢开拓美好生活的勇气

和能力。

控辍保学
让学生没有时间想家

兰采乡中心寄宿制学校共有学生

400多名。当地牧民多以牛羊为生，收

入有限，许多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辍学

帮助家里劳动，控辍保学成为当地学

校和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

怎样才能拴住学生的心，让他们

乐于留在学校里，至少 10 天（在校 10

天，休息 4 天）之内不感到厌烦？学校

为此成立了阅读兴趣班、书法辅导班、

锅庄舞蹈队、篮球队，学生可以按照自

己的喜好、特长报名参加。学校还定

期举办运动会、知识竞赛等活动，少先

队辅导员也会在10天内安排一次看电

影，丰富学生在校业余生活、精神生

活。用索南尖措的话说，就是“让他们

没有时间想家”。

为了不给学生增加负面压力，学

校每次考试都不公布排名，只让教师

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帮扶……种种措

施都为学校的吸引力增加砝码。

索南尖措是阅读兴趣班的教师，

面对 8-14岁学生组成的兴趣班，他设

计了每个学生都感兴趣的阅读欣赏

课，引领他们读诗歌、赏名著，感受中

华文明的博大与民族文化的力量。

他给学生讲藏族人的祖先是怎么

进化来的，讲吐蕃王朝的历史，讲松赞

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讲宇妥·云丹

衮波苦学医理、治病救人的传奇，讲米

拉日巴刻苦求学的心路历程……

索南尖措结合这些历史人物、传

奇故事循循善诱，教育学生尤其是家

境贫寒的学生“再穷也不能放弃学习，

唯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怨天

尤人是没用的”。这些传奇故事也深

深吸引了学生，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民

族情感和上进心。

索南尖措还带着学生一起办校

报、写作、画画、设计版面……校报成

了学生展示个性特长的平台，作文水

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提升专业素养
用好课堂留住学生

学生辍学，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

更大的原因是发现不了学习之美。真

正留住学生就要留住他们的心，让他们

爱上学习、爱上课堂。为此，索南尖措

从提升自身的专业修为着眼，首先丰富

自己的精神世界，再去拓宽学生的视

野，开发学生的心田。当学生在课堂上

有了别样的体验时，课堂便有了吸引

力，学校就成了他们喜欢的所在。

索南尖措的书架上，历史、文学、教

育类书一字排开。他酷爱历史，尤其是

古代史。他说，汉文版《西藏通史》是目

前介绍西藏最全面的书籍。书中对西

藏的自然环境、早期的居民及文化生活

的记载，吐蕃王朝的建立、发展、崩溃以

及经济、宗教、文化等介绍翔实，包罗万

象，给了索南尖措诸多启迪与帮助，不

论是在个人修为还是教育教学上。

除了历史文学类滋养心灵的书

籍，索南尖措也非常注重专业书的阅

读与学习，这是他提高教学水平的重

要渠道。“阅读教育名家的著作，跟着

他们的步伐自己就不会迷茫。钱理

群、朱永新、华丹尼玛、尖荣旦增等，读

他们的书我就会感觉自己做的还不

够，还要不断学习，他们都是我的榜样

和老师。”阅读让索南尖措更清楚教育

的魅力来自于对学生心灵的影响。

藏文好说但不好教，尤其是藏文

语法教学，更是藏文课的重点难点。

为了让自己的教学更好学易懂，索南

尖措在语法教学上下了不少功夫，看

视频学语法又成了他的新方法。

青海民族大学有一位语法权威教

授德却，他讲解的藏文语法切中要

害。“说的藏语与写的藏文有很大区

别，德却教授的视频点中了藏文语法

要害，令人茅塞顿开。”以汉语为例，

“他吃了我的饭”意思就是“他把我的

饭吃了”，藏文里就不这么简单了。前

后语序不同，如果语法掌握不好就会

在有前加字或后加字，变成“他的饭我

吃了”或者产生其他歧义。德却教授

的语法视频恰好可以解决这些难题。

索南尖措说：“只有自己懂了、讲解准

确了，才能明明白白地教习学生。”

索南尖措非常注重学习形式，课

堂实行分组教学，为学生创设自主学

习的氛围。起初，班里大部分学生不

会朗读课文，他会让朗读比较好又爱

帮助别人、自律意识较强的学生担任

小组长，负责带动大家朗读，并坚持每

天写一段话，每周一测试。学生在练

习的时候，可以问组长，也可以问老

师。索南尖措还在网上买了 200 个奖

状，测试完后奖励给学生。

班里的当增闹日是个孤儿，性格

很好，每天都笑容满面，就是学习成绩

总也不见起色，班里的仁青卓玛恰好

是他的亲戚，而且学习特别好。索南

尖措就安排当增闹日到仁青卓玛任组

长的小组里学习，因为是亲戚关系，当

增闹日交流起来没有心理负担、不害

羞，仁青卓玛也会协调组员一起帮助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当增闹日

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并不能

因为学生成绩不好放弃他们，反而更应

该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帮助，让他们重

拾学习的信心和勇气。”索南尖措说。

索南尖措不仅从学情入手，抓住

学生的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还

经常与学生聊天谈心，了解学习背后

的“问题”。曾经一段时间，他了解到

有部分学生辍学是因为不愿意住宿、

想家，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在学业

上没有成就感，总是学不会，备受打

击，从而导致无心向学。基于此，索南

尖措又在作业上下功夫——按照学生

学习水平的差别，实行分层作业。

“一个班统一布置作业，学习不好

的学生不会写，为了完成作业不被老

师批评就只能抄袭……分层作业让学

生有了自信，真正掌握了所学内容，成

绩自然就会提高”“一味地多留作业，

初心是好的，但由于学生抵触，水平达

不到，效果怎么会好呢”？索南尖措的

行动有了回报：今年他带的毕业班在

同仁市小学六年级教学质量监测中藏

语文成绩荣获第一名。

索南尖措说，对学生要哄、要热

爱、要尊重、要互动、要惩罚、要谈心还

要夸奖。学生在教师这里得到爱与尊

重，品尝到付出所带来的回报，学习有

了成就感，学校自然也能成为学生心

灵的栖息地。

当学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当学

习变得充满挑战又趣味横生，当学生

卸下防御的铠甲，责任感、求知欲、上

进心被激活，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生长

的力量？

“世界进步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

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

新学期来了，索南尖措又踏上了

手执粉笔、挥斥方遒的旅途。朗朗书

声在高原的青山绿野远播。

索南尖措和学生在一起

索南尖措：照亮孩子脚下的路
□ 本报记者 高 影

索南尖措，藏族，中共党

员，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同仁市兰采乡中心寄宿制学

校教师。曾荣获黄南藏族自

治州模范班主任、兰采学区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出版

《流泪般的言语》一书。

对于高海拔的牧区学校来说，退学、辍学是平常事。但索南尖措老师对辍学在家的学生进行家访，耐心地给

家长做工作，说明学习的重要性，成功地将他们带回学校。

索南尖措老师遵循教育规律，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想方设法增加课堂的吸引力。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索南尖措老师曾多次联系各种社会公益组织，救济贫困学生。多次自掏腰包给学生添置

学习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他的行为也激励着我们。 （汉语教师 关却扎西）

索南尖措老师热爱学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教学工作中总是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认真

备好、上好每一堂课，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视学生如亲人和朋友，真诚热情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他是一名特别爱学习的教师，课余总能看到他趴在办公桌上学习中国及世界历史，他也带领学生一起阅读，

并通过阅读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 （汉语教师 金德方）

索南尖措老师谦逊、不炫耀，干劲十足，始终如一。如果学校出现辍学生，他会主动去家访，与学生父母谈心，

直到把孩子重新带回学校继续学习。 （藏文教师 卡本多杰）

提起索南尖措老师，思绪就像滴入水中的墨汁，迅速渲染开来。他是个热爱工作的人，每次晚自习之后回宿舍

准备睡觉时，总能看到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

他是个诲人不倦的人，一副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一只手拿着课本，在教室里边走边讲课，在他的课堂师生

总是精神焕发；他是个爱热闹的人，他经常带领我们到校外看风景，感受大自然的美丽，还经常和我们一起“打

闹”；他是个“先锋者”，在学校他曾组织学生参加写作、书法、诗歌朗诵等比赛，还带领我们参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活动，编写小报、出版书刊；他是个关心学生的人，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学校情况，并获得

多方资助，在班里他还尽自己的能力补助、帮扶贫困学生……

索南尖措老师的心灵像溪水般柔软，眼睛像春天般明媚。 （学生 拉毛卓玛）

别人眼中的Ta

给 钱 给 物 只 能 解 决
一时之困，精神丰盈、自
立、有追求，才是孩子拥
有美好未来的基石。教
育扶贫，是用爱点亮孩子
心中的光，照亮孩子脚下
的路，给他们勇敢开拓美
好生活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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