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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眼里，他是课堂上的
“科学达人”，也是生活中的“知
心大哥”；在同事心中，他是学校
工作的“多面手”，也是公益活动
的“热心人”。他自己则说，其实
他是一名“跨界教师”，而在 24
年逐梦的路上，他很幸福，也很
快乐。

他就是浙江绍兴柯桥区名
师、华舍中学教师俞和军。

“他的科学课，很异类，
也很好玩”

相信多年后，不少俞和军的
学生都还会记得 2013 年冬天大
雪中的那堂科学课。

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落，
坐在教室里的青春少年们都“蠢
蠢欲动”了。“那么，今天上课就
让我们一起去打场雪仗吧！”俞
和军带着学生来到学校操场，尽
兴地玩了一节课的雪。之后，俞
和军让“玩够了”的学生们相互
出一些打雪仗中的科学题目：

“雪在空中受到哪几种力？”“惯
性是怎么体现在打雪仗中的？”

“力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是哪
几种？”⋯⋯就这样，一堂热闹的
玩雪课后，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复
习了初中科学中所有关于“力和
运动”的知识点。

俞和军非常反感传统的题
海战术，而是努力把知识点的教
学放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让学生
能够学得快乐，最终达到“寓教
于乐”的效果。

“这是苏铁，就是我们俗称
的铁树，属于裸子植物⋯⋯”在
柯桥朋友圈，有一个普及植物学
知识的超人气栏目——“俞老师
喊你认植物”。平时，俞和军的
学生只要遇到不认识的植物，都
会拍照传给他。经过辨识、整理
后，俞和军就把植物的详细资料
发布在自己的微信上，系统介绍
这些植物的名称、种类、分布和
用途，还互动回答学生的各类问
题，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两年多来，“俞老师喊你认
植物”栏目已经介绍了 379 种植
物，点击阅读量超过了 4 万人
次。

“新闻中的科学”“生活小实
验”“驴行绍兴”“校园植物大搜
索”“苹果的故事”⋯⋯在学校的
大力支持下，俞和军开发了一门
门颇有趣味的拓展性课程，成为
很多学生争相选修的课程。

“他这种生活化、情境化的
科学课，不仅学生们喜欢，我们

很多老师也都经常去听。”他的
同事章铁英说。

“他的心理辅导，很贴
心，也很专业”

除了科学、综合实践老师，
俞和军还有一个身份是学校心
理辅导教师。

1998 年前后，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刚刚起步，他便成为柯桥
区心理健康教育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18 年来的勤奋学习
与实践摸索，让他自学拿到了浙
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A
级资格证书，也成为绍兴市心理
健康教育学科带头人、绍兴市心
理危机干预志愿者和柯桥区青
少年阳光心灵驿站站长。

几年前，读四年级的小英
（化名）父母慕名来到华舍中学，
找到了俞和军。原来，小英一到
晚上就感到莫名的紧张与不安，
甚至经常担心有外星人要来把
她抓走。

经过十多次的一对一交流，
俞和军不仅打开了孩子的心结，
也找到了问题根源：小英的父母
疏于陪伴孩子、孩子平时足不出
户、遇到问题家长一味指责孩
子，这些都让孩子缺少足够的安
全感。随后，俞和军向小英父母
开出了“药方”——平时多陪伴
孩子，多照顾孩子的感受。

现实生活中，面对学业的压

力与家庭的变故，很多学生的心
理状态也都发生了变化，影响了
正常的学习生活，俞和军经常处
理这类外人看来非常“棘手”的
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我主
要是静静聆听他们内心的烦恼，
告诉他们一些减压的方法，同时
也对家长进行一些必要的心理
干预。”俞和军谦虚地说。

2100多封学生来信、近500
个咨询电话、340 个心理个案、
20 份心理小报、40 多场心理讲
座⋯⋯这些年，俞和军几乎“搭
上”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去从事这
项工作，他的心理教育渐渐成为
学校的特色品牌，而他身上体现
出来的专业与敬业，更是为他赢
得了学生家长的口碑与赞誉。

“他对世界的态度，很
积极，也很热心”

认识俞和军的人都说，他是
一个对工作、对他人有热情的
人；而俞和军自己则解释，这些
热情其实来源于对世界、对人生
的那份深深的热爱与感恩。

工作 24 年来，他就像一台
不知疲倦的“永动机”辗转于学
校政教处、教务处、教科室等各
个岗位，每个岗位他都干得有声
有色。让人叹服的是，就在兼任
学校档案管理员的时候，俞和军
连续放弃十余个暑假时间，埋首
整理学校浩瀚的各类档案，学校

档案室居然一跃成为全市第一
个省级农村学校档案室。

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俞和
军也是有名的细心与贴心。上
世纪 90 年代，学生基本上都靠
骑自行车上下学，一旦碰到不期
而至的大风雨，学生滞留在校不
能回家，家长则要来回奔波送雨
具。一天，俞和军自费掏钱偷偷
购买了一批“爱心雨衣”，放在教
室的门后，以备班里学生上下学
的不时之需。

“没有俞老师，就没有我的
今天。”小胡（化名）是俞和军班
里的一名学生。因为母亲因病
去世、父亲外出打工，无人管教
的他经常逃课，成了自暴自弃的
孩子。俞和军得知情况后，除了
经常去家访、逢年过节送米送油
之外，他还鼓励小胡每天写下日
记，用笔与他聊天，倾诉成长的

烦恼，交流人生的困惑。毕业前
夕，俞和军发动班级每一名同学
为小胡写一段鼓励的话，并装订
成纪念册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他。
这些小小的举动，激励着小胡毕
业后的岁月。就读职高时，小胡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在
军营里表现非常优异。

对世界的热爱，也体现在俞
和军对公益事业的热心付出之
中：他与当地一名盲童结对 8
年，一直帮助他走上理想的工作
岗位；逢年过节，与网友一起去
看望贫困学生，并资助其读完了
高中、大学；辅导学校保安自学
心理学，指导他拿到了心理函授
本科文凭；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随时愿意捐献造
血 干 细 胞 ；还 累 计 无 偿 献 血
3200 毫升，最近他又获得了浙
江省无偿献血奉献奖⋯⋯

开发趣味拓展课 业余时间从事心理教育 热心公益事业

“跨界教师”的多彩世界
通讯员 吴立云

我身边的
好老师

人物不求高大全，只求亲切自然；不愿孤苦
贫寒，但求乐观幸福；无须面面俱到，只求一点
闪光。来稿请注明 【我身边的好老师】，邮箱：
zgjybjcxw@163.com。此栏目为常设栏目，我们会
一直等您走来！

■基层速递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卢升）“流动摊贩
们随手丢下的食物残渣，同学们随地扔弃的塑
料包装，油烟四溅而在地上、墙上打下的烙
印，熏出的黑斑，乱占街道而造成的交通拥
堵，浸染了各类有害物质且来路不明的三无
产品⋯⋯这些不但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健康与安
全，更是破坏了校外环境，丑化了市容市貌。”日
前，广东北江中学学生代表邹海宇向广大学生
发出“拒绝流动摊点三无食品”的倡议。

据悉，为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教育
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善美之城”建设，近
日，广东省韶关市教育局组织40多万师生开
展拒绝流动摊点三无食品“五个一”活动。
即：举办一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60天冲刺暨
韶关市中小学生“拒绝流动摊点三无食品”万
人签名启动仪式；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
食品卫生健康知识主题，以班级为单位上一
次主题班会课；印发学校创建文明校园、“拒
绝流动摊点三无食品”致家长的一封信；围绕
文明城市创建主题，组织学生创作一批手抄
报；安排值日教师、志愿者学生在学校门岗设
置一批监督岗。

广东韶关

拒绝流动摊点三无食品

本报讯 （吴晓梅）如何利用现代网络信
息化方式，让家长更方便随时参与家长学校的
学习交流，湖北省荆门市竹园小学利用学校微
信公众平台办起了家长学校。

学校每周按照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多
方面从两千多名学生中评选 6 名“竹园之
星”，由“竹园之星”的优秀家长们参与校
长主持的微信家校访谈。访谈每周一期，一
期一题，每周主题由学校校长依据家庭教育
的关键问题拟定，家长们围绕主题结合自己
的观点和教子经验展开思考讨论，并将自己
的原创观点和做法撰写出来，校长将家长们
的文字稿收集整理，以家校访谈的形式在学
校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怎样培养孩
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怎样培养孩子与人沟通
的能力，如何增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等一
个个鲜活而实用的家庭教育话题引发了家长
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每周学校微信“家
校访谈”专栏里成了点击量和互动量最高的
地方，也成了家长每周必刷的微信信息。

湖北荆门竹园小学

建在微信中的家长学校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
守伦）曾经因为发表论文少、资
历浅等原因，制约乡村教师评
职称的老大难问题有望得到解
决。日前，江苏省镇江市教育
局出台深化乡村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措施，侧重工作业绩、淡化
外在要求，并给予适度政策倾
斜，助力镇江乡村教师成长。

“中小学教师，尤其是乡村
教师，主要要把论文写在课堂
和讲台上。”镇江市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姜成林表示，乡村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放宽教科研，论
文不再作硬性要求，淡化了校
级以上公开教学、县级以上获
奖、论文发表、课题研究等指
标。乡村教师教科研工作要求
中对发表的论文只作参考条
件，不作硬性要求。乡村教师
教学工作要求中的公开课不分
层级，不分校内外，同等对待。
重点突出他们是否立足乡村教
学的实际，是否在本职工作岗
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教学业绩，
既要能够体现出他们师德的水

平，更要体现出他们在教书育
人方面的实绩。

对于镇江的乡村教师来
说，此次乡村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更贴近乡村教师发展及其
自身特点。对取得学历的时
间放宽，且学科业绩互认。对
兼任多门学科或转任其他学
科的乡村小学教师，所学专业
与申报学科、教师资格任教学
科交叉认可，所有兼任学科或
转任学科同等互认、业绩同等
考量。同时，还大力向长期在

乡村任教的教师倾斜，引导乡
村 教 师 在 乡 村 学 校 长 期 任
教。比如，对在乡村学校连续
任教 25 年以上，受聘一级教
师（讲师）5 年以上，且具有大
专学历的，可破格申报高级教
师（高 级 讲 师）专 业 技 术 资
格。在乡村学校连续任教满
30 年，且申报当年年底距离
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5 年的二
级教师（助理讲师），任现职近
5 年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
上的，可直接认定一级教师

（讲师）专业技术资格。
在乡村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中，镇江市还注重解决乡村
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
好”等突出问题。在乡村学校
取得高级职称的教师，原则上
应限定在乡村学校聘任。但
由乡村学校教师岗位流动到
非乡村教师岗位，评聘不满 5
年的，需要重新评聘，引导和
鼓励乡村教师更加安心地立
足农村教书育人，更好地促
进乡村教师的职业发展。

把论文写在课堂和讲台上

镇江对乡村教师评职称论文不再作硬性要求

日前，山
东省淄博市淄
川区北关小学
的一些家长把
家教课堂搬到
田间地头，让
孩子通过零距
离 观 察 和 接
触，体验劳动
艰辛，感受自
然之美。

孙守利 摄

本报讯 （康志亮 记者
龙超凡） 近日，福建省三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些法官惊
喜地发现：“以三明学院图书
馆为纽带，可以享受到省内
其他高校法律类图书资源服
务。”

2015 年，三明学院图书
馆便与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
建三明法院法律数字图书馆，
法院工作人员凭借阅证可借阅

和浏览三明学院法律图书、期
刊及相关数字资源库。而共享
其他高校图书服务，则得益于
三明学院刚加入福建省高校数
字图书馆平台。

据了解，福建省高校数字
图书馆由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发
展而来，如今实现了福建 30
所本科高校馆际间的文献提
供、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等服

务。
馆际合作多开展于高校与

高校、地方与地方及高校与地
方之间。近年来，三明学院在
此基础上探索出“高校图书
馆、地方公共图书馆与企事业
单位图书信息资源”的多系统
馆际协同共建共享模式。

三明学院图书馆馆长马腾
介绍，除了阅读资源的共享
外，学校图书馆每年定期与三

明市图书馆、三明市少儿图书
馆等公共图书馆开展联合咨询
活动，提供面向问题解决方案
的知识服务。学校先后与福建
农林大学图书馆、福州大学图
书馆共建了两个科技查新工作
点，近 3 年已为三明地区企事
业单位提供科技查新服务 369
项。

“推广阅读不仅要开放图
书信息资源，培养大众阅读兴

趣和阅读习惯同样重要。”马
腾介绍，在 2016 年多系统馆
际协同共建中，学校图书馆与
当地市直有关部门、公共图书
馆携手开展读书沙龙、阅读推
广文艺演出、阅读辩论赛、专
题文化展等活动 50 多场，通
过表演阅读、展览阅读等形式
吸引激发大众阅读兴趣，推动
阅读进学校、进企业、进社
区。

三明学院探索共享阅读资源 提供解决问题的知识服务

多系统馆际协同共建共享图书馆

沐浴着暖阳，伴随着孩子们热
烈的欢呼声，甘肃省临泽县蓼泉镇
中心小学社团选课活动拉开了序
幕。

新学期，该校创新举措，将原
有班级层面的“班级体育”活动和
学校层面的“社团艺术”活动有机
整合，统一成立社团，保证每天一
小时的活动时间，让学生集中参与
选报的社团活动，确保活动实效。

“只有符合小学生年龄和心理
特点的项目才是他们喜欢的，只有
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并且长期
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收获。”谈到

“班级体育”和“社团艺术”活动
整合的初衷时，该校校长岩有荣这
样说道。

他介绍说，作为一所农村寄宿
制中心小学，学生校外可以选择的
教育资源相对较少，要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必须做精做实做好校内社
团活动。因此，学校将原有 20 多
个社团中与班级体育项目冲突的活
动全部取消，整合开设了“七彩捏
塑”“趣味拼装”“灵动空竹”“中
华武术”“花样篮球”“金话筒播音
员”“‘纸’爱你创意沙龙”等 12
个学生喜爱并投票通过的社团，供
学生自己选择。

为提高社团活动质量，该校一
改以往学生“被动接受”为现在自
己“点单选菜”，通过“教师个人
申报—学校集中推介—学生自主选
课”的流程让学生自己做主选择个
人喜欢的项目。目前，全校421名
学生人人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社
团。

此外，学校还加强社团活动管
理，严格落实“定时间、定教师、
定场地、定考核”四定要求并动态
考核，切实增强社团活动实效。与
此同时，该校还同步建立成果展示
机制，通过“幸福蓼校”文化之夜
的“和谐之春、激情夏日、幸福秋
歌、温馨冬日”系列活动，让各个
社团进行汇报展示，并将阶段展示
结果纳入教师社团活动考核和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

“我想带领孩子们玩转拼装，从
小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提高动手
操作能力⋯⋯”青年教师李洪瑛主
动申报“趣味拼装”社团时这样说。
目前，她的社团已“人满为患”。

学校把选择权交给了学生，也
把社团活动的质量抛给了负责教
师。根据学生参与情况来看，一些
教学态度好、工作负责任、个人素
质高、人格魅力强的教师负责的社
团开选时学生蜂拥而至，他们用自
己的努力赢得了学生的好评，圈得
粉丝无数。

甘肃临泽蓼泉镇中心小
学打通班级体育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的
完美整合
通讯员 苏兴洲

最近，南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有一份别
样的喜悦被大家津津乐道，学院出了个“学霸
宿舍”，5 个女生全都考上研究生，最高分达
427分，平均分405.5分。

五姐妹住在 7 号楼 113 宿舍，就读通信
工程专业，分别是张敏、马停停、何扬帆、朱
青、金天宇，其中张敏是保研至南京邮电大
学，其他 4 人分别考取了东南大学、武汉大
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南京邮电大学。

“现在大家都称我们是学霸，真的有点愧
不敢当。”张敏笑着说。其实这五姐妹当年考
入南通大学时几乎都是压线进，刚开始成绩
在班上也是平平的，而且女生对工科类专业
也特别不感冒，大家一开始都提不起热爱。

“学习是一种态度，不能简单敷衍，做人做
学问都要诚实守信。”这是张敏贴在宿舍桌上
的座右铭，来自教她们通信原理的张士兵老师
的话，这让五姐妹定下心认真学习。慢慢地，
老师们上课求真务实、深入浅出的风格逐渐让
她们爱上自己的专业，脚踏实地地学习。

在 5 人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应当算是张
敏，她分别获得国家奖学金一等奖2次、二等奖
1次、励志奖2次。一个人成为学霸并不难，不
让一个同伴落下才是关键。除了生活上的互
相照顾，她们在一起还有学习上的互相影响。

外人看来像亲姐妹一样和谐的宿舍，偶
然也会出现“争吵”的声音，那往往就是有谁
不起床，迷上看小说或者看电视，就会成为舍
友们批评的对象。

只要经过考研的人都知道，“考研”是一
条充满了寂寞、压力、孤独的道路，从着手准
备到应试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一年里，大
家都还有正常的学习任务，考研的复习只能
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对体力和脑力都是极
大的考验。

从 2015 年 3 月一直到参加考研笔试前
一天，宿舍5人团队就在一起，每一天都不松
懈，夏天一起在教室挥洒汗水，冬天一起裹着
大衣走过无数个路灯的转角，平时测试失利
时互相帮助，“卧谈会”也从明星八卦转为考
研复习时互相勉励的放松时光。

这个团队里还有个专门搞后勤内务的好
帮手，那就是提前保研的张敏同学，她主动承
担了宿舍的打扫内务工作，为舍友们提供良
好的环境。

“‘崇真尚美、通精极致’是通大人的特
质。”五姐妹表示虽然即将要离开学校，各自
展开新的旅程，但是通大人的特质将一直伴
随她们，成为未来人生路上的坐标。

南通大学出了个
“学霸宿舍”

通讯员 钱文娟

■基层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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