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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这里是西藏。
对于很多人来说，西藏，不仅意

味着“世界的屋脊”，更代表神秘和无
穷的吸引力。

雪 山 峻 穆 ， 草 原 苍 茫 ， 天 空 碧
蓝，湖水明澈⋯⋯风光壮美的雪域高
原，无处不铺陈着大自然的神来之
笔。亘古不变的澄净背景下，万类竞
自由。

时光带不走净土本色，日新月异
的是高原人民的生活：在城市，共享
单车、网络购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在农牧区，每年有 10 余万人实现
脱贫，城乡孩子享受 15 年包吃、包
住、包学费的“三包”免费教育，农
牧民子女高考录取率达75.4%⋯⋯

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人心是最大
的政治。

近年来，西藏经济连续 24 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GDP 增速居全国第一。
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作
为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重要举措，
一年年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一项项
教育惠民政策的出台，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实惠，西藏各族群众
幸福的笑脸，从未如今天这般灿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带领人民
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
奋斗目标”。近日记者走进西藏，探寻
这片神秘土地上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
美丽新篇，探寻各族群众的幸福密码。

造城记
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仰望拉萨的

城市标志。
1300 多年前，松赞干布建城于

此。人们对它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桑
烟缭绕、酥油飘香和热闹的甜茶馆。
但如果你邂逅过街头的滑板少年、共
享单车、创意工作室，就会发现这座
古老城市活力四射的一面。

从布达拉宫广场向东，沿纳金大
桥一路驶下，约 20 分钟车程，一片充
满民族元素的现代化新城映入眼帘。

这里是 2012 年开工建设的拉萨教
育城，也是目前西藏最大的一处多功
能现代教育园区——集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特殊
教育、高校科研、师资培训、教师住
宅小区为一体，教育、居住、医疗、
市政、商业等配套设施齐全。

针对拉萨教育散小，不利于推进
教育自身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实际，
2012 年，拉萨市将教育列入“一号文
件”，以空前的重视、投入以及建设速
度，全面启动拉萨教育城建设项目，
进一步完善各级学校合理布局，优化
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仅一期项目就占地面积 4200多亩，进
驻项目17个，总投资近37亿元。

时任拉萨市委书记、现任西藏自
治区政府主席齐扎拉的话语掷地有
声：“西藏要发展，教育是基础。我们
要坚决打好这场教育改革攻坚战。”

2014年9月，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
学等 6 所学校的近万名学生搬进了教
育城。对偏远地区农牧民孩子来说，曾
经的“上学难”等问题迎刃而解，更重要
的是，教育城还可以为西藏未来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达到优化城市
布局和产业结构的目的。

走进教育城的首批“住户”之一——
拉萨那曲第二高中，校园整洁美丽，现
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这所高中又
很特别，学生全部来自藏北羌塘、雪
域高原腹地的那曲地区。

“那曲平均海拔 4700 米以上，氧
气稀薄，地广人稀，约占西藏面积的
1/3，是西藏最高、最冷、风最大的地
方。”曾在那曲工作了 20 多年的学校
党总支书记何科介绍，为了让学生健
康成长，进一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自治区党委、政府继建设拉萨那曲高
中后，又新建了拉那二高，3100 多名
学生异地上学，吃在学校、住在学
校、学在学校。

“我们的学生90%以上都是农牧民
子女，如果没有‘三包’政策，很多
牧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
从小到大，这些孩子学费国家包、三
餐学校供、住宿不花钱，他们是最幸
福的一代人。”校长边巴在一旁补充。

异地办学的效果好不好？“当然

好！条件好了，学生们用心学，老师们
用心教，职工们用心服务，怎么会不
好？”何科说，以前那曲地区的高考录取
率比自治区低 10 个百分点，现在则高
出了 10 个百分点，“今年我们学校文科
高考上线率达99%，理科达93%”。

边巴告诉我们，正是看到“异地办
学”的明显效果，当地党委、政府正着手
在拉萨教育城新建拉萨那曲三高。

学校门口的大石头上刻着 7 个大
字：用心换来幸福人。

意思何解？何科的语调突然高起
来：“在拉那二高，每一个学生都是一
个牧民家庭的期盼。因此，对学生、
对教育，我们不是尽力而为，而是全
力以赴，希望能为学生和牧民家庭换
来幸福。”

教育城路边，鲜花盛开，阳光穿
透厚厚的云层，温柔洒下。

办学记
“世界最高学府”在哪儿？以地理

高度计，位于海拔 3650 米的西藏大学
毫无争议。

在“高”处办学，必须主打“藏”字特
色牌特色。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图登克
珠告诉记者，学校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和高原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刚刚成功入选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这是对藏大多年
坚持特色办学最好的肯定”。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长期以来，
藏学研究的话语权却不在中国。

2008 年，图登克珠到美国一些大
学交流访问，对方送的礼物竟然是美国
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关于藏学研
究的书，这令他深受刺激。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图登克珠在两会上提交提案，
建议在西藏建一个藏学博士点。

国家相关领导、教育部随即批示。
2013年7月，西藏大学获批为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如今藏大又进入一流学科
建设名单，这让图登克珠感慨不已：“现
在，在国际藏学研究上，我们已经拿回
了自己的话语权。”

以藏族语言文字为例，西藏大学成
功研制了藏文信息技术与处理系统，编
制了 37 项国际和国内藏文编码标准。
以前手机语言输入法里没有藏文输入，
老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去年 11 月，
西藏大学发布首款语音、手写、拼写三
位 一 体 的 藏 文 输 入 软 件 ，准 确 率 达
97%。此外，藏大还研制了藏汉智能教
具系统，在自治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
推广。

图登克珠说，自己在西藏大学工作
29 年，父母都是文盲，但培养出一个大
学教授，“其实，这就是西藏高等教育变
化的缩影”。

西藏高等教育经过 60 多年的发
展，目前已有普通本专科学校 7 所，建
成包括硕博士研究生教育、普通本专科
教育在内的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
系。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实施高等教育
质量提升工程，财政累计投入 60 亿元，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办学实力显著提
升，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提高到
30.26%。

立足西藏、立足特色、立足区情，既
服务社会又培养人才，这是西藏大学多
年办学积累的经验。

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拉巴
次仁，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一次，他到偏远的扎囊县沙布夏

村，探望学校的驻村干部。当地的干部
和村小的老师也来住所看他，一聊天才
发现，他们都是西藏大学的毕业生。

“我们在极具特殊性的高原民族地
区办学，目标是啥？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努力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
得下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现在，西藏大学无论生源来自哪
儿，9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主动留藏工
作，在基层就业的超过70%。

那一刻，拉巴次仁的眼眶湿了，“很
光荣、很自豪，因为这就是西藏繁荣的
希望”。

拆墙记
时隔 5 年，我们再次走进山南实验

幼儿园，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熟悉的是，穿着藏袍、戴着藏帽的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跟着音乐欢
快地做操。陌生的是，以前幼儿园的围
墙不见了，却围满了家长。

见到故人来，山南实验幼儿园党总
支书记拉巴卓玛高兴地给我们倒上甜
茶，话题也从消失的围墙开始。

“现在，家长们都很重视教育，非常
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拉巴卓玛
说，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幼儿园将原
本封闭的围墙拆掉，改建成透明的橱窗
式文化长廊，“这样家长可以随时看到
孩子的情况，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孩子
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顺着拉巴卓玛手指的方向，家长们
正围着橱窗向内探望，有的还情不自禁
地随着音乐拍起手，孩子们看到家长的
鼓励，做操更起劲了。

对于当地学前教育的发展，没有人
比拉巴卓玛感触更深——从 1983 年开
始，她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当时整个
山南地区只有 17 个孩子上幼儿园，如
今，仅我们园就有 645 个孩子，去年又
新开办了两个分园。”

山南市教体局副局长贡布告诉我
们，现在山南农牧区两年学前教育和城
镇三年学前教育入园率都超过90%，基
本形成以公办园为主的普惠性学前双
语教育网络。

如果不亲自走一走，很难想象在高
原办学前教育的不易。山南总人口仅
34万，幅员面积却近8万平方公里。要
在这么大的区域内，让所有适龄孩子接
受学前教育，当地教育部门付出的努力
可想而知。

山南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以藏族为
主，绝大多数孩子进园时不会说汉语。
为开展好双语教育，老师们从最简单的

“爸爸”“妈妈”教起，配合游戏教孩子们
学习汉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小班
孩子已经可以用汉语说出自己的名字
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大班的小朋友则能
听懂汉语的动画故事。

“我们幼儿园的一日活动是用藏汉
双语来施行的，对孩子们来说，藏语是母
语，但汉语也非常重要，因此不论是日常
保教活动，还是对各县幼儿教师的培训，
我们都非常重视两种语言的交融使用。”
山南实验幼儿园园长仓决说。

以前山南实验幼儿园条件简陋，教
师大多缺乏幼教专业知识，各项保教活
动难以开展。近年来，山南市加大投
入，配齐配足师资，仅今年该园就进了
11 名新教师。现在教师基本都是幼教
专业毕业，每年园里还要送教师参加国
培、区培，提高业务能力。

随着学前教育的普及和保教水平

的提高，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
育，因此，就有了幼儿园“拆墙”的一幕。

拉巴卓玛告诉我们，现在西藏的孩
子，从上幼儿园一直到读大学，都享受

“三包”政策，家长零负担，“他们是最幸
福的一代人”。

劝学记
从山南出发，沿念青唐古拉山脉南

麓和雅鲁藏布江北岸一路向东，伴随我
们的，是漂亮而嚣张的雅江和不怒自威
的雪山。

走进桑日县中学大门，学校操场
上，放着一圈桌子，每张桌前都围站着
一圈一圈的学生和家长。

“ 你 们 离 开 父 母 到 更 远 的 地 方
读书，一要学会自立，二要学会自
强⋯⋯藏语是母语要学好，汉语也要
学好⋯⋯”一个声音从一个圈中传出。

站在中间讲话的，是一个面庞黧黑
的年轻人。他的身份却让我们吃了一
惊：桑日县增期乡党委书记张永园。

增期是桑日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平
均海拔 4500 多米，离县城 60 多公里。

“昨天在县里开了一天的会，今天一早
我就到县中来，看看这些刚上初中的乡
里孩子的上学情况。”面对记者，这位三
十出头的乡党委书记搓着手说。

一旁，增期乡两所小学的校长正与
桑日中学的老师按入学名单逐个核对
学生名字，“增期小学一共 35 人，雪巴
小学一共32人，全勤！”

像这样的“整班交接”，张永园每年
都会参加，而这也是桑日县各乡镇一把
手的“规定动作”。在桑日中学，我们就
碰到了好几个乡的一把手。

“现在，教育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
操心太多了，因为好政策已经深入农牧
民人心。”张永园说。

以前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农牧民送
子女上学的意识淡薄，“放一头牛一年
就能挣好几千，上学有啥用？”

因此对张永园来说，每年开学他都
有一项重要工作——到学校看看哪个
学生没来，然后带着乡镇干部、学校老
师，逐一到学生家劝学。“我们给家长算
得失，讲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讲国家
在教育方面的好政策。”

这几年，增期乡接连走出了5名大学
生。“只要谁家里出了大学生，全家就能
脱贫，这些群众都看在眼里，也是我们劝
学时讲得最多的故事。”张永园说，现在
群众逐渐意识到教育改变命运的道理，
主动送子女上学的热情也高了，“我已经
好几年没有再走劝学路了”。

西藏是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区。现在，
告别“劝学路”的张永园，工作重心转向了
扶贫，但他仍把教育作为扶贫工作的重
点，“教育扶贫虽然见效慢，但却是最长
久、最稳固的脱贫政策，不会返贫”。

张永园告诉我们，自己有两个愿
望：一是给乡里的两所小学各配一辆皮
卡，让孩子们能吃上新鲜蔬菜，长好身
体、走出大山；二是依托乡里的帕姆温
泉，大力开发旅游业，带领剩下的 224
户深度贫困户尽快脱贫。

“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是党和
政府改善民生的坚定决心，也是我们基
层干部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张永园
说。

在桑日中学，很多学生都珍藏着一
条白色的哈达，那是他们离家到县城上
学时父母亲朋的美好祝福。他们身上，
还有家庭和家乡对未来满满的期望。

虫草记
雪域高原上，有一种特殊的“神

草”——虫草。
每年初夏，许多牧民家庭在高原上

扎营，挖寻虫草。
因虫草的药用价值高，市场需求

大，又只生长在高山牧场、雪线一带，无
法人工培植，故价格一路攀升，一斤动
辄好几万元，虫草收入成为许多农牧民
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正因此，
每年西藏许多学校要为此放一个月左
右的“虫草假”。

“今年虫草季，我们县所有学校取
消了虫草假。”加查县教体局副局长唐
晓萍告诉我们。

加查是著名的“虫草之乡”，也是西
藏三大虫草产地之一。

山南市教体局副局长贡布告诉我
们，以前一到虫草季节，加查的中小学
都要停课一个月，学生们跟着父母上山
挖虫草，拿着小铲刀匍匐于草丛和石堆
中⋯⋯

“就算不放假，学生也很难按时到
校上课。”当地一位老师说，小小虫草影
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质量，“每年
3 月一开学，学生就扳着指头算挖虫草
的日子；四五月份放假去挖虫草了，六
七月份学生兜里有了钱，又琢磨着怎么
花，根本无心学习”。

另一方面，虫草深埋在地下，需要
将它连根挖起，再将挖出的土回填。对
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这对草原生
态也是极大的威胁。

但虫草又对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很重要。唐晓萍告诉我们，每年虫草的
收入，要占加查农牧民家庭收入的一
半，因此虫草假放还是不放，一直是当
地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

今年为何取消了虫草假？答案是：
现在加查的产业结构变了，农牧民富
了，挖虫草的人少了。

2015年10月，投资96亿元的西藏
首座大型水电站——藏木水电站，全面
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行，不仅缓解了西藏
的缺电问题，更实实在在改变了加查的
经济。

数据为证：电站开工前的 2007 年，
加 查 县 的 税 收 只 有 260 余 万 元 ，而
2016 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 8200 多万
元。仅今年上半年，全县教育支出就完
成了8285万元。

随着加查水电站、嘎堆水电站建设
提速，藏木水电站、博盛矿业等大型工
业企业顺利运营，再加上旅游业快速发
展，以优质青稞、核桃、蓝莓为代表的第
一产业加快规模化种植，带动了当地农
牧民就业，加查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了质
的飞跃。

乘着水电站建设的东风，当地的农
牧民围绕运输、物流、种植等当地新兴
产业，逐渐脱贫致富。“现在，上山挖虫
草的人越来越少，学校也就不用再放虫
草假了。”唐晓萍说。

走进距县城 12 公里的加查镇小
学，全校 276 名学生全部享受国家“三
包”政策。校园里教学楼、综合楼及相
关附属设施交相辉映，涓涓流水穿过校
园，带来不竭的活力。

加查镇小学副校长格列介绍：“尽
管我们是一所乡镇小学，但经过政府大
力投入改扩建，学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各项指标已全部达标。在此基础上，学
校开始向更深层次的内涵发展迈进，已
经形成了独特的‘品盐悟道’校园文化
品牌。”

在校园，记者拦下正在和同学奔跑
玩闹的五年级学生小格桑曲珍。

“今年上山挖虫草了吗？”
“虫草？今年不挖啦。”
人已跑远，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

奉献记
雪域高原，处处有世间最美的风

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景，是在这里默
默奉献的广大教师。

在浪卡子县采访时，一个不高的身
影从我们身旁闪过。“这就是云丹老师，
原来普玛江塘乡完小的校长。”浪卡子
县教体局局长其米多吉拦下他，向我们
介绍。

云丹，终于见到云丹。5 年前，我
们就想采访他。

他的事迹我们早已熟悉：为了 100
多个孩子，云丹以“缺氧不缺精神”的崇
高境界，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小学坚守
了近 10 年，2009 年被中国教育报和中
国教育电视台联合评选为“中国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

不要小看这区区的 10 年。普玛江
塘的海拔比珠峰大本营还要高近 200
米，恶劣的高原环境，时时刻刻考验着
人的强度和韧度。当地政府规定，为保
护教师的健康，凡在普玛江塘乡完小工
作满 3 年者，可根据其要求调至低海拔
地区任何一所学校工作。

云丹是主动要求到普玛江塘乡完
小工作的。组织屡次下令，必须调离普
玛江塘，他却多次婉拒。直到 2013 年
初，才被组织“强制”调到县城工作。

云丹，藏语意为“知识”。
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喜马拉雅的

深处传播知识，播洒爱的阳光，让五星
红旗飘扬在世界最高的校园。他说，

“我喜欢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
我享受到了自己生活的乐趣，感受到了
自己人生的价值”。

与云丹相遇，前后只有短短几分
钟。但透过他发红的眼睛、发紫的嘴唇，
不难看出长期高原工作留给他的印记。

这样的印记，在许许多多西藏的教
师身上我们都曾看到，比如，西藏自治
区首批特级教师、林芝市第一中学校长
靳兵建。

1988 年，刚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
系毕业的靳兵建，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
藏林芝地区从教。近30年，他见证了林
芝一中在尼洋河滩上建起，见证了学校从
400多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2400多人。

针对西藏学生理科基础差，他激发
学生学习理科兴趣，力主举办学生科技
节；为了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他鼓励
学生参加社团，现代的街舞跳进了校
园，每周都有半天的学生社团日；为了
发展学生个性，他邀请学生自导自编自
演一场文艺晚会⋯⋯

“西藏虽然海拔高、条件差，但这里
是我们的国土，这里的人都是祖国的坐
标，在这里更能感受到教师的价值，理
解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内涵。”靳兵建
摸着自己斑白的头发说。

那一刻，他的眼神仿佛 30 年前的
同学少年。

也是在林芝，年纪只有靳兵建一半
的广东援藏教师郭京城，同样深受师生
的喜爱和尊敬。

来自深圳的他，是巴宜区中学历史
上第二位专业的体育教师。郭京城很
快学会藏语，与当地学生打成一片，教
这些喜欢跑跑跳跳的藏族孩子运动技
巧，让全校体育中考的平均分数提高了
20个百分点。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这是我们在采访中，
最常听西藏教师说到的。

从海拔 3000 多米到 5373 米，从农
牧区到城镇，从大学到中小学，从“老西
藏”到 90 后援藏教师，在西藏，我们陆
续采访了近百位教师，一直试图寻找一
个答案，他们的身上为什么会有一种精
神，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小学。教学楼
一层大厅挂着一幅照片，画面是一片小
树林，照片说明只有两个字：松树。

不到 30 岁的校长罗布次仁告诉我
们，树是高原高寒地带最稀罕的东西。
距县城 5 公里处的一座小山坡上，生长
着一片松树，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浪
卡子，这实属奇迹。

“无论狂风暴雪，水流石埋，它们一
直坚强生长在恶劣环境下，那么直、那
么坚强。它们的精神正如我们的老师，
甘于平凡，不屈不挠，无私奉献，无怨无
悔地扎根在祖国边境高原高寒地带。”
罗布次仁说，“所以我们拍下照片，挂在
学校，激励老师们。”

再难，树，也能长出来；再难，教
育奇迹，也能一步步干出来。

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在这亘古荒
原深处，西藏广大教育工作者，如这片
松树般，始终坚守着精神的高地：耐得
住寂寞，忍得住艰辛，扎根雪域高原，全
心全意奉献，因信仰而忠诚，因责任而
担当，甘愿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付出
一切。这，是西藏教育真正的“根”。

天蓝水清，这里是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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