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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西：生肖“萌牛”迎新春

牛年新春将至，贵州省黔西县永燊
苗族彝族乡中心小学举行巧手“萌牛”
迎新春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以生肖“牛”为形象，巧手制作黏土

“萌牛”浮雕画，喜迎农历牛年，表达对
新年的美好祝愿。 （周训超/摄）

图片
新闻

（上接1版）

“现在问谁，谁都愿意让学生做班

主任。”董晓丽笑言。

让学生自由生长，为学生全面赋

权，评价难题也迎刃而解。山林学校

从1999年就开始进行了学生素质评价

试验，20 多年的实践证明，因为秉持

“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完全

依靠学生”的理念，评价不仅不会束缚

学生，反而成为促进学生不断改善、提

高的发动机。

2020年11月27日，山林学校重新

出台了自己的第N份中小学生素质评价

实施方案，这份方案明确提出，从日评

价、周评价到月评价、期评价直至综合素

质评定，每一条标准都是在辅导员的指

导下，由常务班主任带领大家共同讨论

制定。标准不宜过多，根据需要可随时

修订，修订也要经学生讨论通过。

“评价各个环节成功与否，决定因

素有两条，一是学生发动得是否充分，

学生参与评价是否主动；二是辅导员

的指导是否恰当到位。”山林学校夏都

分校执行校长赵伟告诉记者，根据年

级不同具体操作也有区别，低年级教

师的参与和指导多一些、细一些；高年

级教师只从宏观上指导，在创新细节

和关键环节上指导，更多的方面是放

开让学生操作。

学习权、管理权都让渡给学生了，

并不意味着教师的缺位、缺席。

2017年，“班级家”的创意萌生了。

“考虑到学校学生多是留守儿童，

我们想把班级教育赋予家庭教育的宗

旨和任务。”王山林告诉记者，“班级

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以学生加辅导员

为基础，同时包括科任教师、后勤职

工、学校领导成员。

“所有成员都在一个生活、学习、

成长共同体中，都是教育者，又都要接

受教育，师生在家里共同成长。”教导

主任王西杰说。

在“班级家”中，辅导员的职责是对

学生的自治适时有效指导，同时协调各

导师与学生共同营造家的氛围；导师主

要包括进班的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和学

校领导成员，职责主要是成为学生榜

样、给予精神关怀、参与班级工作。

山林学校鸠山校区处于禹州西部

郊区，地处偏远，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

儿童，不得不寄宿。在这里，“班级家”

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辅导员吴玉华告诉记者，一个辅

导员负责一个宿舍，每天晚上7点半到

8 点 半 ，她 都 会 到 宿 舍 与 孩 子 深 入

交流。

“来这儿之前不知道小学还有辅

导员、‘班级家’。”二年级辅导员岳燕

坦言，当她看到没人照顾的学生小婷

邋里邋遢，头上都长了虱子，发自内心

的母性让她给小婷洗头发、扎辫子、带

发卡，“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班级

家’的意义”。

王晓丹是一（2）班辅导员，她和搭

档楚自远一个负责教语文、一个负责

教数学，同时分别教两个宿舍的孩子

如何洗脸、洗脚、叠毛巾，可谓“苦口婆

心”。但让她们惊奇的是，即便是一年

级孩子，当告诉了他们如何进行课堂

表达、展示的规则，他们的表现出乎意

料的好，“娃娃们真是了不起”。

“留守儿童大多是爷爷奶奶隔代教

育，毕竟存在代沟，而‘班级家’的存在，

发动了学校的全部力量，让后勤人员也

加入到教育队伍中来，让我们每个人都

感受到了爱。”辅导员赵秋芳感叹说。

成长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

课改推进难，难就难在教师。

对 此 ，山 林 学 校 鸠 山 校 区 执 行

校长张海营最有感触：“实验遇到的

最大难题就是教师的观念问题，改

变观念很难，创新观念更难，我们体

谅每位教师在新与旧之间徘徊的痛

楚，唯有如此，才能让实验改革以最

小的代价、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

胜利与成功。”

四（1）班辅导员刘红凯是王山林

的学生，1996年就来到学校工作，中间

离职去做生意，转了一大圈后还是选

择回到山林学校，这时她忽然发现自

己不会教书了，需要从零开始。

这种感受不独刘红凯一人有，许

多从外校应聘过来的教师都发现山林

学校的“不一样”：新名词太多，3 年一

变样，需要不断充电。

“充电”是许多教师在采访中提到

的关键词，用辅导员葛雪梅的话说：

“来到这里感觉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

钟表，不能停。”

但教师们显然爱上了这种“充电”

的感觉。

“改变起来确实难，但改了就再也

回不去了，再也不想用原来的方式教书

了。”教师侯丽的话正是教师们的心声。

为了帮助教师成长，学校专门设

置了初级、中级、高级教师进阶“内部

粮票”，让新老教师结对成长，凡是新

教师进阶成功，师傅和徒弟都会有绩

效奖励。

谁 也 没 有 想 到 ，经 过 专 委 会 现

场评课打分，老教师柴彩成为第一

个高级教师，张志中不甘落后，成为

第二名……还有更多的黑马紧随其

后，青年教师楚慧珂仅用了两年时间

就实现了高级教师的逆袭，而她的记

录还在被后来人刷新着。

为什么这些教师如此努力向上，

大家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个人：王山

林。“校长都 70 多岁的人了，还坚持听

课，写笔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倔老汉”“执着得很”是外人给王

山林的评语，而这位教育人感觉自己

做得还不够，前几年他又专门跑到美

国、英国、日本等地，学习考察当地的

教育实践。这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劳

动教育，他想着把鸠山校区的 80 亩后

山作为劳动课程的基地。

“总想把好的东西学过来为我们

所用，就是想让孩子快乐地学、主动地

学。”王山林期待着未来学校30年的图

景。而在这所山村学校，课改将是永

远的主旋律。

山林学校：再难也要改革下去

无偿帮助贫困学子，用自己的光

芒照亮 2000 多名贫困学生的求学路；

志愿巡江防溺护水，挽救多个鲜活的

生命；组织义务植树3万余棵，助力“一

江清水永续北送”……在湖北省十堰

市郧阳区，有一位教师在工作之余积

极从事公益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回应

了党员教师的光荣使命。他就是全国

最美教师志愿者、“湖北好人”、湖北十

佳师德标兵——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

一中教师凌祖宏。

1995年6月，凌祖宏大学毕业后成

为郧阳区谭山中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做老师就是一份‘良心活’，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成了他的口头禅。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要用一己之

力回报社会。”前些年，农村有部分学

生因贫困面临失学，凌祖宏每每遇见

这样的情况就决定拉他们一把。没有

钱，他就从牙缝里挤。

“这些年，他资助贫困学生的钱有

10 多万元，受助的贫困学生达 2000 多

人。”同样热爱公益事业的教师卢茂昌

说。为什么如此“慷慨”？凌祖宏说，

他出生在郧阳区谭山镇的一个贫困家

庭，考上师范学校的那一年，全家为

1500 元的学费焦头烂额，是一名叫欧

维银的老师了解情况后为他担保，让

他先上学后交费。

欧维银的举动让凌祖宏终生铭

记。参加工作后，凌祖宏发现班上的小

强（化名）不仅成绩不好、性格孤僻，而

且长期不回家。得知小强是个孤儿后，

凌祖宏便经常把他叫到自己的寝室，给

他做饭、辅导作业、谈心，每个月拿出工

资资助他。在凌祖宏的关爱下，小强不

但性格开朗了，还考上了原郧县一中。

初中毕业时，小强饱含深情地说：“凌老

师，我从小没有父母，是你让我感受到

了家庭的温暖，你比我爸还亲。”听到这

里，凌祖宏热泪盈眶，他下定决心：以后

这样的孩子遇到一个帮助一个。

2013年，凌祖宏了解到城关一中学

生小雪（化名）要辍学，便决定到她家里

家访。小雪全家 7口人挤住在不足 50

平方米的地下室，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

迈体弱多病，父母无固定工作，日子过

得捉襟见肘。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小雪萌生辍学打工的念头。“不行，日子

苦苦一时；孩子不上学，就会苦一辈子，

说什么都要让她上学。”凌祖宏千方百

计做好小雪家人的安抚工作，并联系爱

心人士一起资助她。2015年，小雪以全

区中考第一名考入省重点高中。凌祖

宏又积极联系小雪的高中学校，帮助小

雪的妈妈找到一份校园保洁的工作，解

决了母女二人的住宿问题。2018年，小

雪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了帮助更多贫困学生，凌祖宏经

常利用周末时间深入郧阳、竹山、竹溪等

多个区县的偏远乡镇走访，为他们申请

新华字典、英汉词典1500余本，给800余

名孩子争取腾讯公益新年新衣，为1000

多个贫困学生争取搜狐公益运动鞋，被

学生亲切地称为“爱心爸爸”。2019年，

凌祖宏联系壹乐园公益组织，建立郧阳

小草义工协会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每周

末邀请爱心人士和专家开展传统文化、

美术、音乐、安全、心理辅导等课程拓展

活动，为孩子搭建展示才艺的舞台。

凌祖宏热心助学的事迹被社会各

界人士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和公益

组织加入到助学队伍中来。宁夏徐老

师一次性资助郧阳山区 20 个孩子；上

海张女士资助郧阳区城关一中 1 名学

生；十堰市区陈女士资助 10 名贫困孩

子直到大学毕业……还有一大批爱心

单位也纷纷加入到公益助学活动中，

帮助偏远学校发展。

“作为教师我在课堂上传授知识，

同时我又是一名党员，应该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如何做一名对社会有益的

人。”凌祖宏经常这样说。

郧阳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

担负着“一江清水永续北送”的使命，

为确保库区水质安全，凌祖宏积极发

动力量在汉江边植树造林，优化水源

区的环境。2014 年他首次发出倡议，

得到 150 多名义工的支持，筹集善款

3000 多元。近年来，凌祖宏联合团区

委、区妇联等爱心单位和个人在汉江

沿岸植树 3 万余棵。为了保护首都人

民的“大水缸”，凌祖宏还与志愿者制

订《捡拾垃圾 清水北送》方案，他们常

常冒着严寒酷暑在汉江边捡拾垃圾，

向游人宣传环保的意义。

汉江每年都会无情地吞噬宝贵的

生命，2014 年凌祖宏又组建了汉江防

溺护水巡逻志愿服务队，每年暑假他

都和队员们穿着红马甲戴着小红帽，

用“最笨”的办法“巡河”，遇到有人在

河边玩水就上前劝说，若孩子没有家

长陪同就赶紧与家长联系，一天下来

常常口干舌燥。

如今的汉江边，蓝天碧水，绿树成

荫，不仅环境更美了，溺亡事故也很少

发生。

今年 47 岁的凌祖宏，坚持做了半

辈子公益事业。有人问他：“做公益，

花时间费精力，常常还得自己贴钱，这

么苦这么累，到底图个啥？”“作为一名

党员，就要用自己的知识和行动回馈

社会，让党员的旗帜高高飘扬！”凌祖

宏笑着说。

“做教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城关一中党员教师凌祖宏

□通讯员 曹君华 王 奎

“老师，您能多给我们上一些这样

有意思的课吗？”日前，教师夏宏燕收

到了一张学生贴在讲台桌角的字条。

作为河北省蔚县柏树乡小学的一名乡

村教师，夏宏燕将自己参加培训的所

学所获应用到了课堂教学中，获得了

学生的认可，她满心欣慰。

2020 年 10 月，夏宏燕参加了“国

培计划（2020）”——示范性教师培训

综合改革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专业发

展创新实验项目。经过为期两个月

120 学时的线上培训，作为学员代表，

夏宏燕使用新的教学法面对一二年级

混班的 10 位学生，通过校本直播课堂

向全县 100 名参训教师展示了一节美

术公开课，获得评课专家和学生的一

致好评。

夏宏燕表示，参加工作十年，这样

针对性强、提升显著的培训还是第一

次体验，信息化助力的深度学习不仅

有效解决了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也帮

助自己提高了教学水平。

小手机解决大问题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

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

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河北省这两类学

校数量还有不少。其中，乡村教学点就

有6928个，教学点教师29055人。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小规模学校

师资短缺、学生情况多样，教学点教

师承担的教学任务复杂而繁重，有些

教学点教师还采用复式教学。同时，

由于许多教学点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教师难以参加校本研修活动，更

无法实现离岗培训，甚至有的教学点

教师自从教以来从未参加过任何培

训活动。

“国培计划（2020）”——示范性教

师培训综合改革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

专业发展创新实验项目由此发轫。该

项目在河北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和河

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的部署

下，由河北师范大学与奥鹏教育共同

组织实施。

这一项目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破

解农村教学点培训难题，针对蔚县农

村小规模学校 4 个学科 100 名教师的

政策理念、师德与心理辅导、核心素养

理解、新复式教学、教学技能、信息化

教学、协同教研等方面实施培训。学

员利用手中的手机登录APP即可通过

在线课堂实现在岗学习，并依托“云

端”跨校学习共同体开展常态研修，随

时随地向专家求教，解决教学过程中

的各种问题。

“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好
像就发生在我的课堂”

小规模学校的教学与常规学校相

比有许多特殊之处，教师会遇到许多

在普通学校想象不到的问题。针对小

规模学校教师教学的典型需求，兰州

大学“新复式教学”孙冬梅教授团队为

本项目量身打造了依托“云端”跨校学

习共同体的小规模学校教师专业成长

方案。

为解决乡村教师远离中心校无

法参加校本活动的难题，项目发挥信

息化平台优势，将同学科教师通过校

本平台组成虚拟教研组。教师在“云

端”开展校本研修，将手机架在课堂，

邀请参训教师观摩；在课后开展讨

论、打磨课程。

同时，项目还引入当地教研员的

力量，提供在线陪伴式专业指导，协助

教师打磨课程，做好日常的教学研究

工作。教师在线学习、在线研修、在线

接受指导、在线展示学习成果，在深切

感受到强大团队协作力量的同时，也

纷纷感慨信息化教研为课堂教学增添

了新的色彩。

项目专家团队中有一支从一线成

长起来的本土专家力量，为参训教师带

来一堂堂接地气的示范课，帮助参训教

师在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教学问题。

通过直播示范课的展示和观摩，异地学

习的教师豁然开朗，在远程观摩学习后

表示：“太真实了！这些案例中的问题

好像就发生在我的课堂。”

“我也想试试”

问题对症，自然引爆参训热情，参

训教师一时间争相在课堂尝试这些教

学新方法、新技能。项目分别设计了

个人实践、小组观摩和全县展示三个

实践环节，做到人人实践、择优展示，

学员们热情高涨。信息化的“云端”跨

校学习共同体将整个培训、学习、教

研、献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完整闭环，

支持本地教师常态化自主研修运行和

专业成长。

蔚县下宫村乡果庄子完全小学教

师王佳佳是一名刚到教学点工作半年

的教师。王佳佳在课堂实践后，主动

联系专家求教教学细节的处理，并提

出想把自己的课展示给全县教师：“机

会难得，我也想试试。”在专家和教研

员手把手远程指导下，王佳佳通过在

线直播的方式，成功完成了一次语文

教学公开课。

一路引领与指导下，孙冬梅教授

团队也在培训中看到了信息化加持下

的培训更便捷，辐射面更广，更有利于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发展。

“乡村教学点、小规模学校教师培

训的信息化十分必要而且迫切，通过

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机融合，能

有效破解教学点教师专业培训所面临

的难题。”河北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副

处长郑捷表示，这样的培训针对性强，

教师可随时得到远程专家的“面对面”

指导，而且“云端”跨校学习共同体打

破了集体教研难的困境，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提供了新路径。

“蔚县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专业

发展创新实验项目为乡村教师培训插

上了信息化的翅膀。”郑捷说。

为乡村教师成长插上信息化翅膀
“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助力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培训升级

□通讯员 程 绪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最美党员教师最美党员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