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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多开一公里
山村幼儿送到家

9月4日， 安徽省肥西县南分路乡农林村一名幼儿的爷爷在校车停靠点接孩子。 今
年秋季开学， 总投入3728万元的肥西县20所新建公办幼儿园同时建成开园， 吸引了十
里八村的幼儿报名入园。 该县南分路学区中心学校幼儿园接收了农林村的6名幼儿入
园， 并破例将校车停靠站点延伸一公里， 解决了孩子们上下园的交通问题。

傅军 摄

招聘对象：
1.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河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等相应层次的学科领军人才。
2.河南省特聘教授、校特聘教授等相应层次的学科带头人。
3.海内外优秀博士及博士后出站人员。
优惠政策：
1.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河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除享受学校提供的相应科研经费、
安家费等优惠待遇外，同时享受国家和河南省规定的一切待遇。

2. 省特聘教授和校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享受相应岗位津贴，同
时享受学校提供的相应科研经费、 安家费等优惠待遇以及按照国
家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

3.归国留学博士，参照国内同类人员按照职称评价绿色通道
相关文件精神，评聘与其学术水平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提供科研
经费和安家费。

应聘办法：1.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河南省“百人计
划”人选应聘者请访问http://www.1000plan.org，下载相应的
资料并按要求填报；2. 其他应聘者可直接来电或通过电子邮件等
方 式 与 我 校 人 事 处 或 相 关 院 系 联 系 http://www4.zzu.edu.
cn/rsc/ShowMode.aspx？ NewsID=717）。

联系人：杨耀民 电 话：86-371-67781085
� � 邮政编码：450001�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

郑州大学诚聘海内外英才

走近楷模
2013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系列报道

23年用“心”照亮聋哑孩子人生
———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特教教师杨小玲

对于生活在无声世界的聋
哑孩子，她是灯塔，不仅照亮了
他们寂然落寞苦苦求索的道
路， 更点燃了他们勇敢追求人
生梦想的希望。因为她，冷冰冰
的无声世界变得温馨而有爱。

23年，她坚持每天下班后
为聋哑学生训练舞蹈3个半小
时， 相当于多工作了10年；她
创新独特的聋舞教学方法，为
湖北乃至全国聋哑舞蹈教学借
鉴； 她培养的500多名舞蹈队
学生中，《千手观音》 领舞邰丽
华征服了亿万观众，3个月大就
失聪的蒙蒙美丽绽放在北京残
奥会的舞台上，8名学生登上中
国残疾人艺术团璀璨的舞台，
更多的孩子上了大学继续深
造，或走上社会正常就业。

她， 就是武汉市第一聋哑
学校特教教师杨小玲。 从青春
到不惑， 她把自己最美好的年
华奉献给了这群特殊的学生。
回望来路， 她说自己最大的骄
傲， 是没有辜负聋哑孩子用尽
全力叫出的那一声含糊却动人
的“妈妈”。

因爱结缘，无悔挥
洒青春岁月

1990年初夏的一个下午，
18岁的杨小玲和3名同学一起
来到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透
过窗户， 她看到一群孩子在教
室里跳傣族舞。 孩子们的动作

很僵硬，谈不上任何美感，但他
们眼睛里透出的一股子认真劲
儿让杨小玲动容， 她的眼泪刷
地一下就下来了。

这个武汉市幼儿师范学校
的舞蹈尖子没有想到， 就是这
段无声的舞蹈， 让自己跟聋哑
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年， 杨小玲从师范学
校毕业，那时毕业生包分配，再
加上杨小玲的体育特长曾给母
校实现过零的突破， 学校领导
对她说：“武汉市的小学、 幼儿
园，随便你挑！”但是，杨小玲只
郑重地填了一个志愿———武汉
市第一聋哑学校。

“是他们的坚持和对生活
的希望感染了我， 我要帮他们
做点什么。”杨小玲坚定地说。

刚当教师， 杨小玲不懂手
语， 完全不知道如何跟学生交
流， 排练舞蹈时不知怎么讲解
节奏和动作要领， 更不用说表
达音乐的内涵。 她只能一次又
一次地给学生示范， 一节课下
来， 自己弄得汗流浃背， 学生
还是没能掌握好动作。 回到办
公室， 她难过地趴在桌上哭
了。

擦干眼泪， 工作还得继

续。 为了尽快学会与孩子们交
流， 杨小玲除了背手语书， 还以
学生为师。 操场上、 食堂里， 孩
子们私下“聊天”， 杨小玲看不
懂， 就主动向他们请教， 孩子们
都很喜欢教杨小玲这个勤奋的

“学生”。 就这样， 杨小玲一步步
走进了手语的世界。

在聋校， 交流的障碍还只是
第一道门槛， 困难远比她想象得
要大： 音乐再悠扬， 学生听不
见； 节拍再鲜明， 学生也感受不
到； 所有的舞蹈术语， 必须“翻
译” 成肢体语言； 节拍和口令，
只能用手势传达， 站在这群孩子
中间， 杨小玲突然觉得自己像个

“外星人”。 一曲简单的 《采蘑菇
的小姑娘》， 原本以为只用一节
课就可以教完， 结果她用了5节
课效果仍不理想， 一个踢腿动作
就高低不齐， 严重的挫败感让她
想打退堂鼓。

一天深夜， 杨小玲路过学生
宿舍，发现灯还亮着，从门缝往里
看， 原来是4个小姑娘正在苦练
踢腿动作，4条腿同时抬起，坚
持、 再坚持……抬在半空的腿发
起抖来，小姑娘们仍努力咬着牙。

杨小玲扭过头又哭了。 这一
幕让她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可
是怎么样才能让聋哑孩子感受到
节奏？杨小玲苦苦思索，直到有一
天偶然看到舞蹈室里的大鼓，她
忽然眼前一亮，顿时有了主意：鼓
声震动， 通过地板传递到孩子们
脚心———孩子们第一次“听见”了

节奏，眼里放出惊喜的光。
学生们从此喜欢上了舞蹈

课。为帮助学生理解，她把音乐编
成一个个小故事； 为实现动作整
齐，她自创呼吸传递法；为尊重残
疾学生个性差异， 她探索出无限
沟通法……杨小玲的热情投入，
点亮了孩子们对生活的希望。

爱生如子， 帮学生
自信迈入社会

队里最刻苦的队员名叫王志
刚， 杨小玲为他选定独舞 《好汉
歌》 参加全省残疾学生文艺比
赛。 当时， 杨小玲身怀六甲， 不
管多晚、 多累， 她都陪在训练
场， 打节奏、 讲要领。 后来， 王
志刚赢得了全省一等奖， 又在全
国残疾人艺术比赛上大获成功，
成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专业舞
蹈演员， 先后参演央视春晚 《千
手观音》， 登上雅典奥运会闭幕
式、 北京残奥委会开闭幕式舞
台， 感动了亿万观众。

如今， 退役的王志刚成为天
门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舞蹈教
师， 他带的学生有些成了全省残
疾舞蹈表演的佼佼者。

聋哑孩子往往好强而又自
卑。 杨小玲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垫付学费， 自己筹钱给贪玩摔
伤骨折的孩子做手术， 同时深知
不仅要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更
重要的是不能伤害到他们的自强
与自尊。学生李青平充满灵气，很
有舞蹈天赋，可性格有点儿孤僻，

在一次训练中， 她不认真的态度
被杨小玲严厉批评了， 她狠狠瞪
了一眼，扭头就冲出了排练厅，杨
小玲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那个
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委屈”。

冷静下来， 杨小玲悄悄找到
李青平的班主任和同学， 了解到
李青平每月生活费只有200元，
还是靠弟弟打工挣来的， 早餐经
常只吃一个馒头， 大强度的舞蹈
训练，她的体力显然跟不上。了解
了情况后， 杨小玲为自己的莽撞
而自责，她主动找到李青平，真诚
向她道歉，请她继续学习舞蹈。

以后的日子里， 杨小玲经常
从家里带好吃的给李青平补充营
养，训练结束后摸摸她的头，给她
一个微笑， 一份赞许……李青平
快乐了起来， 也乐于和同学们交
往了。高三毕业，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天津理工大学， 毕业后在广
州一所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任
教， 业余时间主动给学生排练舞
蹈。她辅导的轮椅双人舞，荣获广
东省残疾学生文艺比赛一等奖。

李青平给杨小玲来信说：“是
您给我插上寻梦的翅膀， 是您让
我找到追梦的自信， 是您在我心
里洒满梦想的阳光。 敬爱的杨老
师，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像您那
样，继续这爱的接力。”

杨小玲说：“每个生命都有梦
想，我帮他们圆梦，他们会用自己
的行动，点亮更多孩子的梦。”

幸福使者， 让每个
心灵都充满阳光

2009年秋， 学校排练的舞
蹈 《楚风乐韵》 代表湖北教育系
统去上海参加全国中小学生文艺
展演。

与健全孩子一起同台竞技，
机会难得， 杨小玲和学生们加紧
排练。 然而一天训练时， 杨小玲
使劲跺脚， 忽感脚下一软， 跪倒
在地， 医院确诊为左脚跟腱断
裂。 “你的跟腱就像一根长期被
反复拉扯的橡皮筋， 硬生生被拉
断了。” 医生告诫她必须老老实
实卧床。

杨小玲当过中长跑运动员，
知道跟腱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但比赛时间越来越近， 她实在放
心不下。大年初四，坐着轮椅、打
着石膏，杨小玲出现在舞蹈教室，
指导孩子们排练。最终，舞蹈队的
孩子们发自心灵的舞蹈， 拿回了
第一名。这一刻，杨小玲觉得所有
付出的辛苦，都很值得。

跟腱养好了， 杨小玲又站到
舞蹈教室里。音乐响起，她仍会不
自觉地用力跺脚， 她想传达给学

生的不仅仅是节奏， 还有克服困
难的信念。

2006年，杨小玲被借调到中
残联艺术团工作， 经过半年艰苦
训练， 她带的队成为艺术团一块
响当当的招牌， 一年演出70多
场， 去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
评如潮。

领导们想把杨小玲留下来，
承诺帮她解决后顾之忧， 爱人工
作、女儿读书都不成问题。杨小玲
正在犹豫时， 远在武汉的学生每
天发来短信，问得最多的是“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这些孩子就像风
筝线一样扯着她，不管飞多远，心
的那一头，总是系着他们。

“艺术团的学生离开我，一样
有精彩的人生；跟他们比，聋哑学
校的孩子更需要我。” 一年后，杨
小玲回到了武汉。当她踏入校门，
舞蹈队的孩子们一拥而上簇拥着
她的时候， 她为自己的选择感到
幸福，“这是个温暖又踏实的地
方，我的心在这里”。

在杨小玲的带动下， 武汉市
第一聋哑学校成为全省领先、全
国知名的特教学校。“回望走过的
路，我离不开这些聋哑孩子，看到
他们登上梦想的舞台， 或是自信
踏实地迈入社会， 一切的付出都
值得。”杨小玲笑着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汪亮亮 通讯员 曹斌 邹永宁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启事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2013年8月21日征求意见稿）自
8月22日至29日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后，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积
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修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我们在对
这些意见建议充分研究论证的基
础上， 对减负十条规定进行了修
改。 为体现尊重群众、尊重基层、
尊重规律的精神，现将《小学生减
负十条规定》（2013年9月4日征
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希
望社会各界继续踊跃提出宝贵意
见，并于9月18日前反馈。

制订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
定》， 只是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
个方面。 近年来， 教育部按照找
准症结、 对症下药， 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 明确责任、 落到实处
的思路采取了一些举措， 如修订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教材、 启动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认定、 实施教师“国培计划”、
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
革等。 近期， 我们还将出台小学
升初中办法、 中考改革意见、 学
生学业水平考试改革意见、 高考
改革方案等。 同时将进一步加大
课程改革力度， 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公众可继续通过以下途径和
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1.电子邮件：
xiaoguanchu@moe.edu.cn
2.自动传真：
010-66097346

� � 010-66097809
3.邮递信件：
北京 （100816）， 教育部基

础教育一司学校管理处。
教育部

2013年9月5日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2013年9月4日再次征求意见稿)

一、 阳光入学。 各地要均衡
配置义务教育资源， 切实缩小校
际差距， 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
学， 招生不依据任何获奖证书和
考级证明。 实行信息公开， 县区
教育行政部门要利用公告、 网站
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每所小
学、 初中的招生计划、 范围、 程
序、 时间和结果， 积极推行网上
报名招生。

二、 均衡编班。 按照随机
方式对学生和教师实行均衡编
班。 编班过程要邀请家长和相
关人员参加， 接受各方监督 。
禁止以各种名目分重点班和非
重点班。

三、“零起点” 教学。 一年级
新生入学后， 要严格按照课程标

准从“零起点” 开展教学。 不得
拔高教学要求， 不得加快教学进
度。

四、 减少作业。 一至三年级
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四至六年级
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
在1小时之内。 要积极与家长互
动， 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五 、 每天锻炼 1小时。 开
足、 上好体育课。 安排好大课间
活动或课间操、 眼保健操， 确保
学生体育锻炼时间。

六、 规范考试。 一至三年级
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 从
四年级开始， 除语文、 数学每学
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
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 每门课
每学期测试不超过2次。 考试内
容不超出课程标准。 教育质量监
测不公布学生成绩与排名。

七、 等级评价。 实行“等级

加评语” 的评价方式， 采取“优
秀、 良好、 合格、 待合格” 等分级
评价， 多用鼓励性评语， 激励学生
成长。 全面取消百分制， 避免分分
计较。

八、 一科一辅。 每个学科可选
择一种经省级有关部门评议公告的
教辅材料， 购买时遵循家长自愿原
则。 学校和教师不得再向学生推
荐、 推销其他教辅材料。

九、 严禁违规补课。 学校和教
师要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不得
在节假日和双休日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或上新课， 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

“占坑班” 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十、 严加督查。 各级教育督导

部门要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 对减
负工作定期进行专项督导， 每学期
公布督导结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对减负工作开展经常性检查， 并
受理群众举报， 严格责任追究。

第1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9月11日开幕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 万玉凤） 今天， 记者从教育
部获悉， 今年9月第三周是第1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将于9月11日与海南省政府在三亚市共
同举办第16届全国推普周开幕式， 于9月17日与湖北省政府
在恩施州共同举办推普周重点活动。 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
推广普通话， 共筑中国梦。

据相关调查统计， 目前我国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数只有
70%， 而且大部分普通话水平不高， 还有4亿多人不能用普
通话交流， 尤其是在农村、 边远和民族地区， 推普任务仍十
分繁重。

全国师德楷模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 翁小平） 第29个教师节即

将到来之际，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今天在京举行庆祝教师节
暨全国师德楷模座谈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
记倪健民，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座谈会， 并为全国师德
楷模代表颁发奖牌。

据了解， 为表彰在教书育人岗位上默默耕耘、 勤奋工作
的模范教师， 弘扬他们的高尚师德，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与
教育部有关司局日前联合开展了师德楷模评选表彰活动， 经
过层层选拔、 推荐、 申报、 公示， 共选出10名全国师德楷
模、 90名全国师德标兵。

在座谈会上， 长年坚守三尺讲台、 托起大山孩子希望的
福建省平和县崎岭中心小学教师曾春生， 身患重病仍自学不
懈并最终重返教学一线的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中学教师金燕，
三次援藏、 身患癌症仍无比乐观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
师李玉清等师德楷模代表围绕自身工作实践， 以及如何加强
师德建设畅所欲言。

■部委新闻

杨小玲为孩子们做舞蹈动作示范。 （资料图片）

用博爱诠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用智慧点燃学生的希
望，为学生成人，为家庭减负，为社会分忧；用真诚与爱
心、汗水与智慧，为残疾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进入全面应用阶段

全国近半数教学点
用上数字教育设备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今
天从教育部获悉， 今年秋季开学后， 许多边远贫
困地区教学点里出现了先进的数字教育设备， 一
些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正通过卫星和网络源源不
断地进入教学点的课堂。 目前， 全国近50%的教
学点利用项目配备的设备与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正
式开课。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项目是教育
部、 财政部专门针对边远贫困地区启动实施的一
项惠民工程。 通过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中确需保留和恢复的教学点配备数字教育资源接
收和播放设备， 配送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组织教
学点应用资源开展教学， 切实提高教学点教育质
量。 项目强调以县域为单位、 发挥中心校作用，
利用信息技术帮助教学点开齐开好国家规定课
程， 进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确保播发资源切实满足教学点需求， 教育
部组织有关专家、 学者和一线优秀教师优化资源
内容设计， 开发出“教师上课”、 “学生自学”
和“拓展资源” 三大部分内容， 覆盖小学一至三
年级语文、 数学、 英语、 品德与生活、 科学、 音
乐、 美术和体育等8个学科， 将通过卫星和网络
两种形式结合教学进度分期传输到全国教学点，
供广大教学点师生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