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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山里更静了，此时的山西省平
陆县坡底九年制学校，已被夜色拥入怀抱。
但是， 教师石悦房间里的灯依旧亮着———
她正在哄女儿睡觉， 桌子上还摆放着未批
改完的作业。 忽然，门外传来学生急促的声
音：“老师，超伦……”学生的话还未说完，
她就应到：“老师马上去！ ”提起让全校教师
都犯难的超伦，石悦脸上没有不悦，反而心
疼地说：“我们班里有 7 个像超伦一样的单
亲家庭的孩子，虽然他们调皮、不好管理，
但也最需要关爱。 ”

2010 年， 石悦走进了 “平陆不平沟三
千，坡底就占一千三”的坡底九年制校。学校
师资短缺，她挑起数学、英语两个学科的教
学工作，同时兼任班主任。每天，石悦那条有
残疾的腿都会因长时间站立而严重浮肿，
“有时候疼得睡不着觉。 ”说起这些，她仍然
心有余悸。 2011 年，石悦女儿出生，家人不
在身边，石悦也萌生了离开的念头：“深山里
大风大雪、停水停电我都不怕，就怕孩子半
夜生病却找不到人帮忙， 很想回家……”但
是，当离开的念头闪现，她就会想起学生那
句“石老师回来了，我就不转学了！ ”想起校
长郭莉莉彻夜守护在她和孩子身边，想起学
生家长曾偷偷塞给她烙饼……那些简单却
让人感动的事让她决心留在这里。

在平陆县，和石悦一样扎根于此的特岗
教师共有 500 多名，约占平陆县教职工总数
的六分之一。自第一批特岗教师怀揣梦想来
到此地，5 年来， 他们默默地坚守在平陆县
的大山中，专心做山里孩子的点灯人，为平
陆山区教育的发展奉献汗水与青春。

天公抖擞降人才

平陆县位于山西省最南端， 地处晋、
陕、豫交界处，境内沟壑纵横，丘陵起伏，自
然条件极差。 长期以来，受自然环境和经济
发展的限制， 平陆县的教育资源始终十分
匮乏，已连续 8 年没有补充过青年教师，教
师队伍结构老化问题日益突出。 在一些偏
僻山区的小学， 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难以
维系， 即将退休的教师也要带几个年级的
课，教师的专业发展更是困难重重。

2009 年，国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鼓励和引导优秀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 平陆县高度重视，
安排人事、财政、编办等教育相关部门，主
动联系甘肃、宁夏、湖北 、陕西等地的 102
名大学毕业生， 走审核绿色通道。 此后 4
年， 又连续从全国各地招聘了 425 名优秀
大学毕业生，补充到农村教育岗位上。 他们
的加入，为平陆教育注入了生机。

南村九年制学校特岗教师张天云 ，3
年来一直任初中部数学教学和班主任工
作， 同时兼任年级主任和学校教务处副主
任，工作踏实、努力，其敬业、肯干的作风受
到了领导和教师的肯定和赞誉；张店镇初级
中学特岗教师任磊，负责 6 个班级的体育课
和全校两操，授课之余还主动承担学校的其
他工作，如今还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和办公
室副主任的职务；常乐镇初中特岗教师常天
恩，一直担任 4 个班级的历史课和历史备课
组长。他精研课堂教学，并把课前精备、课上
精讲、课后精练作为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
学质量的方法，所带班级学生的成绩连续两
年在全县领先。 2010 年和 2011 年，常天恩
被县委、县政府先后授予“优秀特岗教师”、
“十大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

“学生的喜爱、学校的信任和社会的认
可，使我明确了自身的价值所在。 ”常天恩
说。 而特岗教师的到来，“不仅让孩子们享
受到了更优质的教育， 同时也为平陆教育
注入了新鲜的元素，激活了原本沉闷、缺乏
激情的教师队伍。 ”平陆县教育局局长栗晋
平肯定地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

各展风姿在山坳

5 年来， 特岗教师们承载着平陆百姓
的重托，孕育着山区教育的希望，在古虞的
三千沟壑间燃烧激情，奉献青春。

贾小霞是一位城市姑娘，2009 年来到
偏僻荒凉、北风呼啸的大山深处任教。 由于
交通不便，她长年不能回家，但一个人留守
学校的孤独没有让她退缩， 反而促使她把
所有的真情、 汗水和智慧都给了山里的孩
子们。 2011 年 9 月，她被评选为平陆县“十
大优秀青年教师”， 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
被称赞为“盛开在大山山梁上的山丹丹”。

杨倩本已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
生， 因为从电视上看到平陆山区教师用方
言教学，便不顾亲人的“最后通牒”，放弃读
研， 选择去平陆县最偏远的下坪中心学校
当一名小学教师。 当同学们在“北上广”打
拼时， 杨倩在深山里因水土不服而疾病缠
身，因生土炉不幸煤气中毒，可她却说“从
未体验过苦的滋味”。 当她颠簸近 4 个小时
来到学校时， 一个小男孩兴奋地满街跑着
喊着 ：“我们学校来新老师了 ， 来新老师
了！ ”这是她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也是“体验
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温暖与甜蜜”。

张丽在留史联校执教体育课，2011 年
6 月，正当毕业班学生体测训练关键时刻，
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她没有听从校长的
劝说马上回家，而是强忍悲痛，继续工作。
由于她的尽心工作， 毕业班学生体测成绩
连续两年均为全优，而她撰写的《如何提高
农村小学体育教学》 获得全国第七届青年
教师优质课论文大赛二等奖。

多才多艺、品学兼优的张媛，坚守在最
小最偏僻的崖底小学；张康丽静心从教，长
期坚持家访， 详细了解班里每位学生的家
庭状况，被誉为“西沟最美教师”；坚守教育
梦想的薛亚丽， 忍痛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
手；郭屹孟的英语课堂被称为“最美的舞蹈
和最动听的音乐”；贾鹏杰、张华的多种才
艺赢得了同行的连连称赞；吕静、李秋玲带
领孩子们，捧回了一个个国家大奖；梁健通
过网络“捐书吧”，为山区学生组建了一个
小型图书馆……

这些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最平凡
的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创造了骄人的成绩。5
年中，21 名特岗教师受到省、市、县的表彰
奖励，62 名特岗教师在各种教学技能大赛
中获得奖励，121 名特岗教师在 2013 年全
县特岗教师才艺比武中获得表彰奖励。

栽好梧桐留凤凰

80 后、90 后的特岗青年们有朝气、有
知识、能吃苦、善创新，为了留下优秀的人
才，平陆县教育局采取多方措施，留人、留

心。 同时， 平陆县对特岗教师的管理与培
养， 也在全省特岗工作交流会上得到广泛
推广和学习。

人文关怀，政策暖心。 为了让特岗教师
尽快适应环境，安心工作，平陆县教育局要
求各校领导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特岗教
师。 特岗教师在工作、生活方面遇到问题，
学校领导会和他们及时交流、沟通，帮助解
决。 节假日期间，为了不让身在异地的特岗
教师感到孤独， 学校领导会与他们一起包
饺子、吃粽子、品月饼。

乡亲疼爱，感情留心。 得知区域内的学
校来了新教师，从乡政府到村委会，不仅安
排专人在过年过节时看望特岗教师， 平时
逢集赶会也会带他们一起。 学生家长更热
情，冬天带去自家腌制的柿饼，夏天选送地
里最甜的西瓜， 周末还会邀请无法回家的
特岗教师到家中做客。

孩子是最直接的受益人，而他们心存感
激的同时，也把最诚挚的爱回赠给老师。 一
个学生在写给特岗教师的信中说： 老师，你
的家在陕西，你的亲人不在身边，可是你并
不孤单，班里的 36 名学生都是你的亲人。

严格管理，制度留人。 为了切实加强对
特岗教师的管理， 平陆县严格执行有关规
定。每学年，特岗教师与在编教师同步考核，
但考核成绩单独计算、独立造册，保证这一
群体的优秀比例等于或高于在编教师，激发
他们的上进心，鼓舞干劲。

设岗学校也采用多种措施帮助他们适
应教育教学工作，使他们尽快完成由“生”到

“师”的角色转换。常乐初级中学采取理科教
师建立演题本、语文教师写“下水”作文，举
办特岗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等举措，对特岗教
师进行业务要求和指导。 洪池中学、曹川中
学、张村中学等学校让有经验、责任心强的
老教师对特岗教师进行“传、帮、带”。

此外，在各种优质课比赛、论文评比活
动、课题研讨活动、教学大赛活动中，各设岗
学校都给特岗教师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参与。

委以重任，事业引人。 特岗教师是一支
年轻、专业的队伍，各设岗学校也对特岗教
师委以重任。 全县特岗教师进入学校领导
班子的有 17 人，担任年级主任、教研组长
的有 35 人，任班主任的有 93 人，任初中和
小学毕业年级课程的有 118 人。

5 年特岗招聘，5 年管理实践， 特岗计
划为这个山区小县的义务教育发展提供了
丰厚的人力资源，而特岗教师的到来，也从
根本上解决了教师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 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 身处这片淳朴的土地，年轻的特岗
教师这样感悟生活的真谛：

春夜里，做一个点灯人
把微渺的光倾泻大地
那一瞬间
花儿挂上枝头，树林一片葱茏
那些亮起的灯和点灯的人
就这样
在平凡的人间
微微地亮……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平陆县教育局）

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
刊

培
植
区
域
课

改
的
新
动
力

第 159 期
名誉主编：毛 杰（郑州市教育局局长）
主 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编 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实习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727
投稿信箱：zgjsbqyjy@vip.163.com
美 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孙 东 电话：010-82296730
投稿信箱：zgjsbtp@vip.163.com
支持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
吉林省延边州教育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局
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教育局
黑龙江省尚志市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
山西省襄垣县教育局
陕西省户县教育局
河南省西华县教育局
贵州省思南县教育局

2014年10月15日

区域教育周刊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即可登录

微信号：教育管理者联盟

区域教育地理·山西平陆县

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德国：放宽师生网络
交流限制规定
□ 卫晋津 编译

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中
小学教师是否可以与学生在网
络上建立朋友关系”等话题在德
国引起广泛讨论，一些联邦州甚
至明确禁止教师通过社交网站
与学生进行交流。

萨克森州教师经过集体抗
议，使原本禁止中小学生与教师
通过社交网络交流的规定有所
改变。

自 9 月份起， 萨克森州中小
学教师允许使用社交媒介与在校
学生进行交流。除此之外，不能将
社交网络用于其他方面。 萨克森
州教师协会主席延斯·维歇特曾
指出， 社交网络已经被社会普遍
接受并且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 普遍禁止社交网络在中小学
师生之间的使用是毫无意义的，
况且也不符合当下的实际。

对于新规定中仍有争议的
部分，该州文化部表示，出于数
据保护、社交网络不可估量的影
响，以及对年幼中小学生的保护
需要等目的，并不鼓励将社交网
络用作教学用途。萨克森州的新
规定虽然允许教师通过社交网
络与学生交流，但同时规定“班
级出游的照片、 关于成绩的讨
论，以及通过社交网络为生病的
学生布置作业等是不允许的”。

近期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很多中小学教师表示无论如何
都会放弃通过社交网络与中小
学生进行交流。受访者中 40%的
教育者表示，他们仍不被允许通
过社交网络与学生进行交流。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特约通讯员 喻庆秀 伍堂群

做山里孩子的点灯人
———山西省平陆县特岗教师群像扫描

教育工作者的目光应该像灯光一
样，能照亮现在，更能照亮未来。 我们针
对平陆县的老教师有技术没激情、 年轻
特岗教师有激情而缺少引领的实际 ，扎
实开展各项工作，努力培育一支有思想、
有内涵、有特色、不浮躁的教育队伍。

有思想，才有凝聚力
平陆县现有 3000 多名教职员工，面

对这支庞大的团队和教师们并不理想的
职业现状， 单靠制度建设无法凝心聚力，
激发教育活力。 所以，作为管理层，我们要
努力营造以风清气正为标志的行业精神
和以团结和谐为标志的团队精神， 从沟
通、理解、团结、严谨、精细、敬业 6 个层面
提升思想、深化内涵、培育灵魂，成就一支
具有高品位、高素质、能思考的管理团队。

作为校长和教师， 在各种社会思潮
和社会现象面前，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我们倡导以积极、开放、谨慎的态度，聆
听教育进步的声音，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
做好、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

作为教育第一现场的指挥者， 校长
还应不断提升办学境界、开阔视野，构建
科学的校园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 不断
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和教育教学的品
质。 因此，平陆县将校长管理工作的重点
放在“校长干什么，校长怎么干”上，要求
校长“学管理艺术，做智慧校长”，平心静
气、淡定从容，努力办好学校。

有方向，才有战斗力
平陆县是运城市唯一一个国家级贫

困县， 特岗教师约占全县教职工总数的
六分之一， 他们不仅是平阳教育发展的
新势力，也是平阳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自 2009 年第一批特岗教师来到平陆
县，5 年来， 每位特岗教师身上都发生了
很多感人的故事：独自照顾孩子的石悦、
城市姑娘贾小霞、放弃读研的杨倩，以及
众多像他们一样， 舍弃城市或家中的安
逸生活，甘愿留在平陆的年轻特岗教师，
在这里挥洒热情与青春。

为了让老教师感受到来自年轻人的

活力、来自外面的先进的教育理念，也为
了使特岗教师拥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平陆
县连续多年举办了 “园丁风采教育魂”、
“感动平陆十大优秀教师评选”、“平陆十
大青年教师评选”等活动，同时也将重要
的岗位委托给特岗教师，磨炼他们的教育
教学技巧，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思想。

教育发展需要精神力量， 教育者的
思想境界决定了教育的品质， 正确的教
育方向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们
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 站在民族传承的
角度、站在为学生终身发展的高度，本着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原则， 牢牢把握立德
树人这根弦，以教育者的“德 ”来立受教
育者的“德”，以教育者的“人”来树受教
育者的“人”。

有远见，才有未来
平陆县是一个山区小县城， 许多教

师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 稳定的环境造
就了他们踏实、淳朴的工作作风。 但是，
长期处于闭塞的环境， 也导致教师观念
狭隘，不够通达。 因此，我们鼓励教师，不
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担当意
识 、有思想 、有知识 、有情怀 、有远见卓
识。

教师拥有知识的量无法决定学生掌
握知识的质，但是，教师的思维方式和对
事物的认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
的见识和思维。 当应试教育通过传授标
准答案的方式把 “一百个孩子变成一个
孩子”，作为教育工作者 ，应该努力改变
这种教育现状。

基于这样的认识， 平陆县确立了清
晰的工作思路，围绕“三条主线”即确保
学校安全稳定是底线， 教育教学质量是
生命线，乱收费、乱办班和乱推销是高压
线；树立“四个理念”即安全立教、和谐治
教、管理兴教、质量强教地理念；坚持“五
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 坚定不移地团结奋进， 开拓创
新； 坚定不移地建立规范又充满人文关
怀的管理制度；坚定不移地依靠责、权 、
利有机统一， 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打造和构建有思想、
有内涵、有特色、不浮躁的教育文化。

同时，还要做到“六个提升”，即大力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大力提升教师队伍
素质、大力提升职业教育规模和层次、大
力提升高中和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大力
提升学校办学条件、大力提升教育形象。
通过学习引导、典范提升、创设平台等措
施，将学校的小世界与外部大世界连接，
最终实现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的“一个目标”。

教育硬件的提高不难办，但育人的工
程却需要从从容容、平平静静、扎扎实实
的态度，遵循教育规律，一步一个台阶，一
步一个层次，一步一种境界地往前行。

（作者系山西省平陆县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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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照亮未来
□ 栗晋平■ 局长说

特岗教师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