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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实践

退而不休的村小
“拍客”

云南大理在教育扶贫中注重效果——

真真切切的扶贫获得感
真真切切的扶贫
获得感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梁晓刚

一台 3 公斤重的单反相机，两大瓶
矿泉水，若干干粮，备用药品，全部装
进双肩包。将沉甸甸的背包背在肩头，
61 岁的向宥福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第一站是联江村小。几十年里，杨
汉发和他的妻子守在那儿，教出了一拨
又一拨学生。不期而至的向宥福，用他
的镜头，记录下即将退休的夫妻俩和他
们的学生。校园井井有条，学生衣着整
洁，腼腆的笑容里带着儿童的天真。
“我爱拍照，村小则是我最重要的
主题。”1977 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化学
系的向宥福，曾跟随在潇湘电影制片厂
工作的同学学过一段时间拍照。本科毕
业后回到家乡湖南省会同县，向宥福当
上了一名中学教师。“工作忙，拍照的
爱好就缓了下来”，直到就任县教育局
教研室主任后，向宥福再次扛起相机，

每一次下校听课、评课，他都要留下大
量有关教师、学生、课堂、校园的影像
资料。
从普通教师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主
任，向宥福大半辈子都在与学生打交
道 。“ 退 休 了， 我 想 换种方式 接触 学
生”，两年村小教师的经历，从大学起
就养成的拍照习惯，促使他做出一个决
定：用镜头记录村小。
十多年前因病切除一侧肾脏，
2015 年退休时又因心脏病动了次大手
术，并装上了两个支架，让 60 岁出头
的向宥福比同龄人略微显老。“但我感
觉身体还行。”在休养几个月后，向宥
福开始了他的计划。
2016 年，向宥福背上背包、骑着
单车，以每周 1—3 次的频率，踏上村
小“拍客”之路。“最远的一天，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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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多公里。”那一次，向宥福拍了 4 所村
仍 有 76 个 贫 困 村 ， 11000 余 户 贫 困
小，
“累惨啦！”知道父亲开始骑行后，在
户，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太过微弱。他
外地工作的儿子、媳妇打电话劝他
“少出
想到了“会同爱心志愿者协会”——一
去点”的次数越来越多，拗不过他的老
个汇聚了全县乃至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
伴，
只能用
“每隔两三个小时打电话问一
公益组织。
次平安”的方式来支持向宥福。
此后，每一次拍摄完毕，向宥福都
从 3 月到 6 月，向宥福借助自行
会将记录贫困孩子家庭情况的照片传给
车、中巴车和双脚，穿行在会同的 20
协会的同伴，由同伴推送到网上。不到
余个乡镇间，用镜头拍下了全县境内
两年时间，向宥福的镜头已经拍下 60
76 座村小中的 67 座，完成了他的第一
多名贫困孩子，借由网络力量，其中
个系列“50 后村小老师”
。
80%的孩子获得了“一对一”资助。
紧接着，他将更多的镜头对准了村
“2018 年，全县将实现整体脱贫，
小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学生。“他们
村小的合格学校建设项目也已在落实之
胆怯的眼神，在镜头下格外让我震
中 。” 向 宥 福 说，今 年拍下的几个村
撼。”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拍摄贫困孩子
小，年轻老师明显多了。再过几年，等
的经历，向宥福流下了眼泪。
到 76 座村小全部完成合格学校建设，
那是在漩水村小。23 名学生中， “再去拍一路”，用镜头记录村小的新变
有 7 名贫困儿童。第一组姐弟二人，父
化。
母和孩子都患有残疾和智力障碍；第二
“说不定，
我的镜头就捕捉不到贫困
组 4 个孩子，都是单亲家庭；第三组 1
家庭学生了。”谈到村小未来，向宥福
个孩子，患有白血病。
脸上有了淡淡微笑。
“要不要继续拍？”“一个人能做下
来 吗？” 返 程 时，向 宥 福不断问着 自
己。会同是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扶
我身边的
贫攻坚试点县，直到 2017 年上半年，

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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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创新

游学
春光里

湖南资兴实行“乡筹、市
管、乡用”模式——

每个乡镇都有
专项教育基金会
本报讯 （通讯员 何志强 何华
勇 记者 阳锡叶） 近日，湖南省资
兴市教育基金会爱心传承基地落户资
兴市立中学，该校自强社活动室同时
正式启用。来自自强班的受助学生纷
纷表示，将正确运用社会关爱，努力
锻造自强之才。
为筹集爱心善款，该市积极创新
募资方式，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及利
用各级各类平台和资源，多方沟通，
广开募捐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爱心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
捐款捐物。2017 年，该市教育基金
会共发放公益助学资金 560 万元，资
助大学新生、在校大学生、中小学生
3768 人，资助特困教师 114 人，实
现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全覆盖。
同时，该市积极推动指导各部
门、各乡镇建立区域、部门行业专项
基金，实行“乡筹、市管、乡用”模
式，所筹基金全部用于本部门、本乡
镇 （街道） 辖区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助学工作。目前，全市 13 个乡镇
（街道） 都成立了专项教育基金会,在
全省率先实现乡镇 （街道） 专项教育
基金全覆盖。
2017 年末，该市乡镇专项教育
基金结余达 364 万元；已建立卫计系
统、林业系统、市立中学、市三中、
市一中、烟草专卖局、刘世强专项教
育基金、广东蓝海专项教育基金、七
彩蝶等专项教育基金，共筹集资金
143 万多元。目前，资兴市已形成了
“ 爱心助学 ”“ 爱烛行动 ”“爱心传
承”等特色品牌。

星期二

4 月春光明媚，山
东高密百花绽放、万紫
千红。各中小学抓住时
机，依托自然资源，全
面开展研学旅行实践课
程，开展了观察记录、
风物探源、摄影画画、
踏青旅行、读书展演等
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
图为王吴恒涛学校的孩
子们在观赏辨认植物花
朵。
孙世杰 摄

■新闻故事

甘肃天水副市长走进教学点，为学生上观摩课——

“市长给我们上课啦”
本 报 讯 （特 约 通 讯 员 闫 锁 田）
“妈妈，市长给我们上课啦，讲得可好
啦！”近日，甘肃省甘谷县武家河镇姚
家湾小学三年级学生张谋放学一回到
家，就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
张谋所说的市长，指的是天水市委
常委、副市长宫辉。当天，宫辉到张谋
所在的学校调研小班化教学时，在他们
学校上了 4 节课。当时，在三年级教室
里，张文军老师刚开始给 7 名学生上英
语课。来听课的宫辉在听了老师讲课
后，请示他来上这节课。
刚开始，学生们显得有些紧张，宫
辉鼓励孩子“不要怕，你们就把我当成
你的同学”。他发现孩子们发音不太标
准，便连续领读两遍，随后把 6 名学生分
成两组，另一名学生上讲台做小老师，
两
组 分 角 色 进 行 英 语 对 话，然后 互换 角
色。宫辉在台下为每一名学生的表现鼓

掌加油，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课程快结束时，“宫老师”提问检
查，纠正不正确的发音，教给学生记单
词的方法。一堂充满生气、激情、快乐
的英语课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随后，宫辉又到二、四、六年级教室上
语文和英语课。
武家河镇学区校长颉炜说：“宫市
长上的 4 节精彩观摩课让我很震撼，教
师轻松，学生学习兴趣非常高，课堂气
氛很活跃，给我们的老师指了路，下一
步我们将要求全镇老师告别‘满堂
灌’
，营造师生亲近互动的课堂氛围。
”
宫辉是西安交大党委副书记、博
士，去年 7 月到天水挂职分管教育工
作 ， 他 先 后 深 入 基 层 学 校 听 课 30 多
节。“为了上好这几节课，我整整准备
了一个月。”宫辉说，自己上讲台源于
他刚开学在武家河镇一个教学点听了一

节语文课，老师讲得很认真，但课后学
生根本没有掌握。这让他思索为什么在
只有 3 名学生的情况下，教学效果却并
不好？
宫辉的困惑和天水的教育现状很有
关系。目前该市有教学点 1175 个，在
校学生 26975 人，不少教学点教师精气
神不足，信息化设备闲置，教学“满堂
灌”，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调动起来。
宫辉想到盘活农村小规模学校还得从抓
课堂教学来切入。
“我市教学点教育结构和生态比较
脆弱，应该从教育的视角、文化的视角
和社会的视角来思考。目前局里已着手
进行小班化教学模式创新质量提升及绩
效分析的课题研究，制定全市开展‘高
效课堂’‘智慧课堂’‘快乐课堂’‘难
忘课堂’活动的方案。”天水市教育局
局长伏金祥说。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王灿
等教育阶段共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鑫） 在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有一个
生 138.5 万人次、资助 10.75 亿元，
叫大佛殿小学的高海拔彝族村教学
免除建档立卡等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点。17 年来，杨富桥老师一直坚守
困难学生 7366 人学费及中等职业
在这所小学里，
几年前，
大佛殿小学
教育 28588 名学生学费，覆盖率达
条件还十分艰苦，房子老旧。而如
100%。
今，杨老师已经在崭新整洁的校园
一个贫困家庭如何通过教育快
里，
带领学生快乐地学习、游戏。
速脱贫，让扶贫效果更快凸显？大
大佛殿小学只是大理州新建的
理州的答案是：
职业教育。
55 所小学中的一个。近年来，大理
2016 年 8 月，弥渡县 16 岁的女
州不断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在扶贫
孩禹枝凤因 12 分之差考高中落榜，
实践过程中，始终强调教育扶贫实
在人生的重要路口，弥渡职中向她
际效果，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伸出了橄榄枝，使她成为一名计算
展、资助体系全覆盖及职教扶贫等
机网络技术专业的职高生，在这里
三大工程，让大理千万家庭享有真
她不但可以学习一技之长，还有机
真切切的教育获得感。
会考入大学。大理的职业学校对禹
2013 年，大理州举全州之力推
枝凤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州教育局成
还采取免学费、减免住宿费、国家助
立了均衡发展办公室，列出均衡发
学补助等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家
展的时间表、路线图，
对所有均衡项
庭压力。
目实施动态监测、跟踪问效。2016
大理州职业教育不断创新中职
年，鹤庆等 6 个县共投入 23.3 亿元，
学校招生方式，加大对贫困人口的
实施项目 2316 个，当年顺利通过国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确保每
务 院 教 育 督 导 委 督 导 评 估 认 定 。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 人接受职业
2017 年，大理等 4 县市超额补拨教
技能培训，每户家庭至少掌握一门
育经费“三个增长”2.9 亿元，总投入
致富技能，
切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26.75 亿元，实施建设项目 1541 个，
大理州在职教扶贫的具体实践
并全部通过国检评估认定，各级中
中，直击职教扶贫的关键所在——
小学办学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迁。
专业课程设置。2016 年以来，大理
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
州各职业学校课程设置紧密联系脱
大理州还全面落实了
“双线”
“六长” 贫攻坚，所有学校均开设了扶贫见
“八包”
“ 一帮”等工作机制。2017
效快、效果好的电子商务专业。
年，共劝返辍学学生 1040 人，其中
2017 年，该州中职学校（含五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439 人。
年制）录取新生 21632 人，中职招生
除了加强办学条件，对家庭经
数首次超过高中，为全省首例。同
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更是能让家庭经
年，大理职业学校先后开展农村劳
济困难学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
动 力 转 移 等 培 训 51 万 人 次 ， 将
感。自 2008 年起，大理州连续十年 “ 两 后 生 ” 全 部 纳 入 职 业 教 育 范
开展“爱心圆梦”行动，多渠道筹措
围，认真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
资金力保所有苍洱学子圆梦大学。 动计划，并选送 711 名“两后生”
仅 2017 年，大理州从学前教育到高
到无锡学习。

■基层速递

贵州仁怀：
农村留守娃系上“安全带”
本报讯 （杨万全 景应忠 记
于一体的安全手环，留守儿童父母
者 朱梦聪） 为进一步强化农村留
可以通过安装手机 APP 实时观看
守儿童学生的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孩子的位置、查看孩子的动态轨迹
日前贵州省仁怀市教育局、民政局
或接收孩子 SOS 报警。
和联通公司共同开展了
“与爱同行、
目前，该市“平安手环”已经
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平安手环”免
全部发放到 5642 名农村留守儿童
费发放活动。
学生手中，联通公司技术人员还对
据了解，
“平安手环”
是集
“手机 “平安手环”
的功能及使用方法给留
APP、时钟、位置实时监控、SOS 紧
守儿童学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切
急报警、移动轨迹查询、电子围栏报
实发挥了“平安手环”的作用，实现
警以及低电量报警显示”等多功能
了对留守儿童学生的精准管理。

近日，济南市汇英小学组织举办“我和蝴蝶有个约会”系列活
动，孩子们观看梁祝化蝶传说高科技演出，参加巨幅画蝶活动，参观
活体蝴蝶标本展览。图为孩子们在画巨幅蝴蝶。
张琨 摄 魏海政 文

福建农林大学

育索道创新人才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经用这两句诗盛赞武汉长
江大桥在我国南北交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工程索道不仅能解决许
多江河流域跨江交通运输问题，而且还能在崇山峻岭的桥梁施工等多种
工程建设中大展身手。
福建农林大学“工程索道”类课程有着历史悠久与特色鲜明的优势：
1958 年开始设置本科“工程索道”课程；1999 年起作为森林工程专业硕士
点的学位课程、交通运输专业硕士点的必修课程；2009 年设立林业工程
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和林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
积淀，福建农林大学“工程索道”学科培育了一批批工程索道创新实践人
才，
破解了一个个工程索道应用领域重大项目的理论与技术难题。

两体系三平台
养的“高新区”

构建人才培

“两体系”指基础理论教学体系和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工程索道”团队
系统深入地研究悬链线理论与索道优

化设计理论、索道侧型计算准则和量
化确定多跨索道的设计计算，攻克 3
项重大国际技术难题，并率先应用于
工程索道理论设计与实践教学。着力
推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合
作法，研究性与线上线下互动教学等

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构建了
集虚拟仿真、设备拆装、安装架设、创新
实验、工程设计和科研项目于一体的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课程考评采取了
多样化理论考试与丰富的实践考核有
机结合的模式，推广计算机网考，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学生创
新意识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
提高。
工程索道教学与科研团队先后为
服务创新人才培养搭建起三大教学平
台：中国索道科学网网站平台 （集中
体现国家精品课程、产学研与社会服
务）；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平台；
国家林业部门杉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福建省工程索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创新实践实训平台。如今，这一创
新人才培养的“高新区”
，正呈现出满
园春色的好风景。

解重大技术难题
教研相长 树立行业典范
长期以来，
“工程索道”团队积极
将科研创新思维及重大成果融入教
材，促进教学。出版了 《架空索道理
论与实践》《工程索道与悬索桥》 等系
列精品教材，引领工程索道类课程教
材建设；主编出版辅助教材等，被全
国众多高校广泛运用，成效显著。还
主持制定了 3 项国家索道行业系列标
准，主持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审定。
据悉，
“工程索道”团队拥有雄厚
的科研实力：自主研制了全国首创索
道遥控跑车 5 种型号的系列产品，自
主研发轻型绞盘机 6 种型号系列产
品；在全国首次开展基于无人机客运
索道景观反演技术；应用于湖南矮寨

特大悬索桥项目的轨索滑移运梁架设
施工技术，是国际首创……
近年来，团队坚持以理论研究的
最新成果指导学生实践，先后完成国
家和省大学生创新实验 （训练） 项目
15 项，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和工
程实践项目 28 项，师生合作获得索道
专利 13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捷报频传 创新实践显成果
据国家教育部门科技查新工作站
（N05） 查新报告证明，除了课题组文
献外，工程索道类相关学科的“两体
系三平台”以及以教学科研相长的优
势支撑精品教材和创新研发，尚未见
到有相关综合性的研究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
原校长李坚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尹伟伦教授认
为：由福建农林大学周新年教授主持
完成的“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工程索
道类课程改革与实践”教学成果，在
全国数十所高校中推广应用多年，效
果突出，受益面广，社会影响大；对
高等教育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创新
人才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
用，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据悉，由周新年教授主持完成的
与“工程索道”相关的教学成果，分
别于 2014 年、2017 年获得福建省教学
成果特等奖，并且成果先后在香港城
市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广西大学、
上海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与北京林业
大学等全国数十所高校中推广应用，
受到成果应用单位的高度赞誉。
（福建省工程索道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