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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个老师叫“小芳”
5月 9日，是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王村乡董营小学值得纪念的日子，这

所乡村学校迎来了百年诞辰。

当天早晨6点，李小芳和丈夫包坤

早早来到学校，这一天她的任务比较繁

杂：给表演的学生化妆、换服装，给嘉宾

讲解学校情况，主持文艺演出、演唱开

场歌曲。最终，这场成功的演出征服了

千里迢迢回乡的乡贤与校友。

李小芳是董营小学的一名音乐

教师。自 4 年前她随丈夫来到这里

驻村扶贫后，这所普通的乡村小学

校发生了“蝶变”：校园歌声嘹亮、师

生生龙活虎，教育教学质量名列全

乡前茅。

助力扶贫到乡校

今年38岁的李小芳出生于卧龙区

英庄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2005年从南

阳一师音乐班毕业后，她回到家乡英庄

镇一中任教。2010年李小芳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教师。

2017 年 11 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

的丈夫包坤被选调到王村乡董营村任

第一书记。了解到董营小学非常缺乏

音乐师资，在丈夫动员下，李小芳调入

董营小学任教。李小芳来了以后，这

所乡村教学点有了专业的音乐教师。

在学生的记忆里，李小芳到董营

小学之前，学校几乎没有上过音乐课。

李小芳来校后，通过多种形式调

动孩子对音乐的兴趣。她还自费去北

京学习少儿声乐，在课堂上对孩子的

发声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在李小

芳的努力下，学校成立了合唱队，校园

里经常传来孩子们清澈如水般的歌

声；她编排的课间韵律操让整个校园

变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闲暇时，李小芳还为各班文艺骨

干排练节目，组织他们参加文艺会演，

常常被邀请到村里进行演出。

在乡村学校，老师往往是“多面

手”，李小芳也不例外。

2020 年 5 月，教四年级语文的教

师因为休产假，李小芳临危受命，担

任四年级语文教师和班主任，面对从

未教过的学科，她在备课时积极请教

同事。到校后，李小芳还通过线上线

下观摩优秀教师上课，学习他们的教

学方法，针对语文学科特点，从基础

字词积累、阅读理解到表达等，反复

训练。

“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把

整本语文教材全部备完。”李小芳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李小芳所

带班级获得了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乡村学校待了这些年，已经习

惯了各种角色的转换。”李小芳笑着

说，目前她除了承担该校全部的音乐

课外，还兼任一个班的英语课、学校

课间操编排等工作，同时义务承担着

乡政府、中心学校、区文明实践中心、

市军分区军事纪念馆党史教育讲解员

的任务。

将红色故事讲遍南阳

李小芳所在董营村的邻村方营村

有一名 97岁的老战士解建业，有着 73

年党龄的解老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英勇杀敌战功累

累；和平年代，他响应号召“解甲归

田”，在基层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2019 年 6 月，李小芳接到上级任

务，要求将解建业的事迹作为优秀退

伍军人典型在全区微党课比赛中宣

讲。为此，李小芳多次深入到解建业

老人家中进行采访，聆听老人讲述，整

理素材并反复修改演讲稿。

因为解建业年岁已高、听力减退，

还得过脑梗，说话断断续续，表达不

清楚，李小芳便选择在解建业精神状

态较好的时候与他进行交流，直到把

解老的故事梳理得清清楚楚。

最终，在全区微党课比赛中李小

芳荣获一等奖，并由区宣传部推荐参

加市级党课比赛，获得了“南阳市十

佳党课宣讲员”的称号；因为表现突

出，又被选为“南阳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宣讲团成员”，向全市各个县区、

各单位宣讲解建业的故事。

在各县区宣讲解建业故事的时

候，李小芳往往一去就是一周，孩子照

顾不了，家里还有一位生病卧床的公

公，这些担子都落在了爱人和婆婆身

上。家里人为了让李小芳安心工作，

一直在背后支持她。

解建业的故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

响，李小芳到南阳13个县区进行宣讲，

每到一处，各级政府都组织各单位进

行学习。

“解建业老英雄的精神值得我们

每个人学习，我们尤其要学习他的奉

献精神，凝聚新时代奋斗力量。”谈及

感触，李小芳这样说。

一路传递快乐和正能量

宣讲红色故事，马不停蹄的李小芳

一直在路上。

“很 庆 幸 自 己 有 传 递 快 乐 和 正

能量的能力。”2020 年 11 月，李小芳

应邀来到南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向孩

子们讲红色故事。那里的孩子都是

盲童，他们看不到美好的世界，但是

他们有一双好耳朵和一副好嗓子，

李小芳给孩子们讲小英雄王二小的

故事，教他们唱歌，看着孩子们面带

笑容的表情，李小芳的心情也随之

快乐起来。

因为爱人是驻村扶贫干部，李小

芳夫妇还在闲暇时间访遍了村里的贫

困家庭、留守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家庭，

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他们总是想方

设法资助孩子一些生活用品、学习用

品等。

在董营小学，孩子们都喜欢找李

小芳说说心里话。该校三年级学生

小董，不满一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

世，母亲抛下他离开了家，小董只能

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生活十

分困难。李小芳了解情况后格外关

注小董，辅导他的功课，经常鼓励他，

并帮他的家庭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现

在一家人生活慢慢变得好起来，小董

的成绩也取得了进步。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愿意用己

所长为乡村振兴再立新功。”李小芳

说，来到董营小学三年多了，她已经把

这里当成她的第二故乡，希望这里的

孩子都能在老师的影响和教育下，做

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将来成

为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为家乡发

展作出贡献。

致敬课改20年系列研讨夏季论坛在郑州举行，与会专家指出——

新时代教研工作转型要关注10个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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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版）

开展“红领巾爱学习”活动，各班

利用班队会课时间收看党史微课；开

展寻找身边的党徽活动，每个班的少

先队员到校园内外各个角落寻找党

徽，讲出党的光辉历史；开展“师生共

讲经典红色小故事”“我心中的党员

故事”等红色朗诵、演讲展示；开展师

生共唱主题红歌会系列活动，拍摄录

制“唱支山歌给党听”视频；开展《走

好长征路》党史知识竞答；举行“童心

向党，彩绘、书写未来”书法、绘画、征

文……一组组生动的学习场景、一个

个新颖的活动形式，构成了枫丹白露

小学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的生动剪影。

枫丹白露小学还通过“面对面”

与“ 键 对 键 ”的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形

式，建设学校有声图书馆，实现党建

与互联网的链接，筑牢党建文化建

设基础。

在学校有声图书馆的有声党建

板块，设置有习总书记对你说、政策

解读、党员读物、红色故事等栏目，教

师可以随时扫码通过扩音器带领学

生一起收听，学生也可以通过 iPad 扫

码在教室或在家与父母一起收听。

“让师生在有声读物里学党史，

可以很好地传递红色精神，让党史入

脑入心，触动思想，触及灵魂。”在教

师胡建超看来，贴近时代、形式新颖

的党建工作方式可以补足学生的精

神之“钙”，帮助他们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更加心向党、热

爱党。

闪耀信仰之光
打造红色校园传承红色基因

走进枫丹白露小学，只要问起“班

级党史馆”，没有一个学生不说好。

“湘江之战”“秋收起义”“巧渡金

沙江”“开国大典”……在枫丹白露小

学，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小小的“党史

馆”，学生以历史重大事件为主要线

索，以亲手制作的一幅幅书画、一张张

手抄报将大家带到老一辈革命家抛头

颅、洒热血的峥嵘岁月，重温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

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斗

争、建设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祖

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光辉历程。

“没有这些革命先辈的付出，就没

有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六（1）班学

生岑彦宇说，“班级党史馆”让他们知

道革命先烈的不容易，也加深了对党

史的了解。

思政教育基地、阳光党建文化长

廊、思源池、追梦广场、“不忘初心”谈

心室……除了充分运用“班级党史馆”

这一主题鲜明的红色教育阵地，枫丹

白露小学还将红色文化延伸到整个校

园，实现党建工作和党史学习教育全

覆盖，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帮助学校党员、团员和少先

队员感受党的百年历史是筚路蓝缕的

创业史、改天换地的奋斗史，确保全校

师生知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用红色文化锻铸理想信念，打造

红色校园传承红色基因，让学校党建

朝着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方向发

展。”吴米兰说，通过“一校一品、一班

一特色”等特色党建工作，枫丹白露小

学形成了融合、浸润、渗透式的党建工

作新路子，以信仰之光照亮了学校与

全体师生的前行之路。

枫丹白露小学还将党建工作延伸

到每个学生家庭。每月开设“家长课

堂”，邀请家长讲党史故事；每周一国

旗下的讲话，不定期邀请家长讲红色

故事；组成校级家委会绿丝带志愿者

队伍，聘请“荣誉家长”承担阳光社团

和主题班会的授课任务……

“不搞‘多张皮’，下好‘一盘棋’，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党建与教

书育人深度融合，用党建统领学校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采访结束之际，吴

米兰一语道破枫丹白露小学“破茧成

蝶”的金钥匙——党建增强了学校的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让整个校园

如一池春水，充满生机和活力。

信仰之光照亮学生未来

□通讯员 屈连文 □本报记者 黄浩

山东枣庄：小朋友学“考古”迎“六一”

5 月 23 日，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开展“小朋友学‘考古’迎‘六一’”活动，小朋友通过学习考古知识、对发掘出的

“文物”进行清理等，掌握考古基本技能，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 （孙中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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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浩） 5 月 14 日

至 16 日，第二届中国语文教育高端

论坛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

传统进语文课堂研讨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本次论坛

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北京

师范大学培训与基础教育管理处、

北京师范大学直属附校语文学科

教育研究共同体协办，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 400 位中小学教师与教研员

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以语文学科落实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为主

题，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听评课、名

教研员论坛及核心刊物主编论坛等

多种形式，研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及革命传统的认识问题，解决一线语

文教师实践操作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

授齐元涛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年之际，传承并延

续革命传统，关心、落实优秀传统文

化有着特别的意义，活动将助力广大

一线教师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的学习理解。

在“政策方向与理念认识”模块

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对

《沁园春·长沙》《忆秦娥·娄山关》《长

征》等毛泽东经典诗词进行了深入讲

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

龙在《四大名著进课堂》专题讲座中

指出，古典名著整本书阅读的教学目

标与“传统文化进课堂”不谋而合，名

著本身篇幅长、内容广，阅读名著不

仅能训练思维，更有助于扩展视野，

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进课堂

的路径与策略”模块中，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张柠作《红色经典产生

的社会历史背景》专题讲座。张柠认

为，要对红色经典进行全面深入剖

析，才能把革命传统教育真正融入语

文课堂。资深教授王宁基于对中华

传统文化重视“人文教化”的深刻认

识，指出语言文字自信是文化自信的

基石，是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根

基，应将语言文字教育贯穿语文教学

全过程。

在“传统文化及革命传统进语文

课堂”教师示范课环节，论坛邀请了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刘

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

教师闫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

文教研组长张洋分别对《小英雄雨

来》《卖炭翁》《荷花淀》进行示范性说

课，并由专家进行点评。

本次活动还开设了“名教研员

论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

欣歆、成都市锦江区教科院语文教

研员易晓、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

学院中学部副主任吴东、浙江省语

文特级教师张全民等在论坛上分析

了当代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课堂

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对“两个文化”

进课堂的重点、难点相关问题作出

回应。在“核心期刊主编论坛”上，

嘉宾还围绕核心刊物需要什么样的

文章、教师写文章可以选择的主要

方向展开交流讨论。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

教育高端论坛”致力于充分发挥大

学在新课程改革中的积极引领作

用，直面新时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改

革的重点、难点，有效帮助一线语文

教师解决实践操作难题，迄今已成

功举办两届。今年论坛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进语文课

堂”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等文件精神，促进新时代语文

教师专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 通讯员 曹

煜 余坦） 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过

20年，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回看与瞭

望？新时期，当各种新理念、新经验、

新成果交织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

回到教育基本问题上来辨识与判断？

5月 20日至 21日，在河南郑州举办的

“致敬课改 20 年系列论坛夏季论坛”

上，与会专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主

题分享与对话研讨。

本次论坛由中国教师报、中国教

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

主办，郑州市教育局教学教研室、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业

局和地市教研协作体承办，华樾（北

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协办。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雷振海，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

吕同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师大中

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全国新

学校研究会副会长嵇成中，河南省基

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李海龙，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

局长田鸿鹏，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

室主任姬文广等出席了论坛。来自广

东、江苏、湖北、湖南等10余省份的20

多个地市教科院院长、教研室主任参

加论坛。

开幕式上，姬文广分别从“推进课

程改革，深化育人研究内涵”“变革教

研方式，优化育人研究路径”“实施成

果培育，提高育人研究品质”“专业研

究引领，改良区域育人心态”等四个方

面介绍了郑州市教研工作经验。

在主题报告环节，吕同舟从课改

背景下德育课程的发展脉络切入，结

合具体的德育课例分析了德育教学面

临的两难困境，尤其是在有限的课时

内经过设计的假情境，很难实现德育

的实际效果。他强调，新时期德育工

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政课教师要不

断创新方式方法，研发学生喜欢的思

政课。

刘坚在报告中以“新课程新在哪

里”为线索，分析了课改 20 年的成果

与问题。他指出，以死记硬背获取标

准答案和高分数的教与学，扼杀了学

生的求知欲，要警惕这种“学业过剩

陷阱”。

嵇成中在论坛上表示，课改走过

20 年，教研工作面临着新的转型，即

围绕如何发展核心素养实现 10 个转

型：从教学设计走向学程设计，从教

学目标走向学习目标，从基于经验走

向基于证据，从基于课本走向基于标

准，从课时备课走向单元备课，从个

人魅力走向合作共赢，从事实识记走

向观念聚合，从知晓什么走向能做什

么，从基于输入走向基于输出，从线

性创新走向集成创新。他同时指出，

“素养时代”教研员能力指向四个要

素，即学会整合、学会设计、学会评

价、学用工具。

在访谈沙龙环节，湖北省武汉市

教科院原院长李碧武、江苏省徐州市

教科院课改办主任高青、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教研中心主任徐宇明、河南

省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校长王昌胜四

位嘉宾围绕课改 20 年带来的具体变

化和面临的痛点展开了对话。

本次论坛是由教育专业媒体和学

术研究组织联合发起的专业论坛。论

坛期间，先后有地市教研协作体的15

家成员单位作了经验交流。与会代表

还走进郑州中学红梅街校区观摩了该

校课改成果。

第二届中国语文教育高端论坛举行，专家提出——

将“两个文化”真正融入语文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