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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州盲校教师陈君恩
本报记者 龙超凡

14 岁 那 年 ， 他 双 目 失
明，从此眼前一片漆黑。但他
走出了困境，内心一天天地亮
了起来，而且还成了一个播撒
光明的人。
他奋斗的人生颇富戏剧
性，足可颠覆人们对视觉障碍
者的认识：通过自学考上长春
大学；能作词谱曲，出了唱片
和著作；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智
能手机；教孩子们乐理乐器，
激活他们的音乐细胞；热爱旅
游和生活，用实际行动关爱帮
助视觉障碍者……
奋斗的人生最美丽。他曾
获“全国优秀教师”“福州市
十佳教师”等荣誉称号，今年
五一劳动节前夕，他又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便是福州市盲校高级
音乐教师陈君恩。

1963 年，陈君恩出生在
福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977
年，14 岁的陈君恩正在读初
一，视力逐渐模糊，进而书本
上的字也看不见了。
陈君恩从小喜爱音乐，小
学时学过吹竹笛和口琴。失明
后，他有了一把吉他，
一位热心
的邻居手把手教会了他……
“每当遇到别人的歧视和
想到生活的不公时，我就抱起
吉他乱唱一通，等到心情平静
后再去思考未来。
”陈君恩说。
失明后，陈君恩几乎足不
出户，因对音乐的兴趣，他坚
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
乐信箱》 栏目和 《中等师范学
校四年制音乐课本讲座》，学
到了一定的乐理知识。
“眼睛看不见后，我心里
异常苦闷，有许多悲伤的情感
需要抒发。于是，我就摸索着

写一些短诗，在家唱。”陈君恩
说。
1982 年一个秋日，陈君恩
出门办事路过就读过的小学，校
园里学生的喧闹让他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回家后，他创作了歌曲
《不敢从这里走过》：“我独自从
学校门前走过，总想着快点走
过，怕老师问我可有了工作。我
能对他说些什么，如今我还是两
手空空从这里走过。为什么泪珠
禁不住滚滚滑落……”
一天，
陈君恩在家思绪涌动，
脑海中有几句话迸发出来：
“虽然
失去七彩的阳光，我们用心灵感
受着光明；
虽然道路坎坷崎岖，
我
们踏出了坚实的足迹……”仅用
了一个多小时，他写成了 《强者
之歌》 的歌词。后来，这首歌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歌选》
选用并播放，并入选 《1949—
1999 福建优秀歌曲选》。
“您平时是怎么作曲的呢？”
记者问。“作词后，我就在心里
谱曲，找到感觉后就用手机录下

来，反复修改。然后，我把纸张
折叠成长条形，再摸索着把词曲
写下来。
”陈君恩说。
1985 年，陈君恩开始学习
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的
课程，家人将一本本教材录成一
盒盒磁带供他自学，其中艰辛不
为人所知。“我的求学之路，一
是自学如何作曲，一是自学文化
课程。
”陈君恩说。
越努力越幸运，这在陈君恩
身上得到印证。经人介绍，福州
军区前锋文工团首席小提琴手、
专业作曲家门春喜经常上门指导
他。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
何群茂在理发时偶然听说了陈君
恩对音乐感兴趣，上门看望他，
当场帮助他修改 《扑进大自然的
怀抱》《望》 等歌曲，并一一示
范演唱。
1987 年，陈君恩被推荐到
福州市盲聋哑学校学习盲文，准
备当一名代课音乐教师。1988
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音乐系首
次向全国招收盲人大学生，陈君

恩所学盲文正好派上用场，且一
举考上！在大学，他系统学习了
音乐知识。

“失明的孩子在哪里”
1991 年，陈君恩毕业后被
分配到福州盲聋哑学校工作。除
了每周上 4 节音乐课外，他主动
向学校申请，给学生上生活指导
课和手工课。
虽说陈君恩也举办过个人作
品音乐会，但他知道这与小学音
乐教学有很大的区别，于是他向
小学音乐教师请教，逐步掌握了
教学方法。他使用盲文音乐课本
教学，普及盲谱，教授乐理，还
积极组织盲童小乐队、合唱队。
陈君恩自身会 10 多种乐器，
又会作词作曲，在他的细心指导
下，一些学生具有了一定的读谱
和记谱能力。他还将《基础乐理》
书中的主要内容教给盲童，使部
分学生可以在钢琴、电子琴、吉他
上编配和弦。
（下转第四版）

“英雄就是平凡的人
做不平凡的事”
——北京八一学校主题班会课侧记
本报记者 杨三喜
“英雄，我们肃立在您
的面前，表达我们的心意一
片，因这荣耀，源于昨日你
们血泪的奉献……”学生们
正 在 朗 诵 诗 歌 《写 给 英
雄》，这是今天北京市八一
学校“崇尚英雄 精忠报
国”主题班会课上的一幕。
八一学校是由聂荣臻元
帅亲手创办的，有着悠久的
红 色 历 史 和光荣的革命 传
统。主题班会上，知名军事
学者、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

研究部副部长罗援少将向学生
们介绍了设立烈士纪念日和出
台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意义和目
的。他告诫学生们：“我们要
缅怀先烈，牢记他们为民族解
放、独立所作出的贡献。”
八一学校学生詹润晗聆在
参加了主题班会后深有感触地
说：“只有让英烈有尊严地安
息，才能让中华民族有尊严地
屹立。我们中学生也应该用自
己的行动向英雄致敬，向英雄
们学习。
”
（下转第四版）

5 月 25 日，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在罗援和翟志刚见证下，在聂荣臻元帅雕像前宣誓。

——江苏省南通市名师培养启示录（下）
本报记者 禹跃昆 缪志聪 李大林

为高原夯土——

师范教育从未被
边缘化
在去南通的路上，一位新
●值班主编：张晨

闻同仁向记者讲起了一个故
年，他又创办了南通女子师范学
事：他的爱人是南通人，
校。
2005 年高考时已被省内一所
而在这众多的学校中，张謇
知名高校录取，但她却选择了
最为看重的还是师范教育，提出
复读，第二年考进了心仪的南 “师范为教育之母”
，并亲自担任
京师范大学。
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的首任总理
“为什么？”“因为她想当
（即校长）。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与
一名老师，现在她已经如愿
南洋公学师范院、京师大学堂师
了。”
范馆一起被世人公认为中国师范
采访还没开始，已让记者
教育肇始的三大源头。
被当地尊师重教的气息所感
在南通，不仅只有张謇一人
染。
办师范教育，还有创办于 1902
到了南通市教育局，刚开
年的如皋师范，创办于 1905 年
始座谈，局长郭毅浩就介绍起
的南通女子师范、1906 年的海
了南通师范教育的历史：“大
门师范，创办于 1921 年的如皋
家知道南通的张謇是个实业
女子师范……经过 115 年，这些
家、办了数十个企业，但他也
师范汇融起来，成为了今天的南
是一名教育家，一生创办了
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60 多所学校，建成覆盖各个
“南通师范”（通州民立师范
学龄和各种门类的现代教育体
学校的简称、现名南通师范高等
系。甚至，他还提出了‘父教
专科学校），已经被叫了 100 多
育而母实业’的精辟观点。
”
年，一直叫到今天。100 年间，
而在张謇创办的众多学校
师范从未被边缘化，一直坚持传
中，有很多都是当时中国的第
承和创新师范教育办学特色。
一，例如中国第一所聋哑学
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育、
校、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
参 与 教 育 ， 蔚 然 成 风 ，“ 宁 毁
戏剧学校，这也包括了中国第
家，不可废学”成为南通百姓的
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
普遍价值认同，崇文重教的南通
通 州 民 立 师 范 学 校 。 1905
也被誉为“教育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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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已实现“四个倾斜”
郑富芝介绍说，近年来，根据中
央部署，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和国家发
展改革委主要采取了四方面措施，实
现了教育投入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
的“四个倾斜”
。
一是专项倾斜。面向困难地区和
薄弱环节，实施多个重大教育专项，
如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薄改计划，在
这些计划当中，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
支付，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二
是分担倾斜。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资
助等需要的资金，中央与中西部地区
在分担时，中央财政都拿大头，比例
是对西部 8∶2，对中部是 6∶4。三
是因素倾斜。将贫困人口数、贫困发
生率指标作为中央对地方教育专项转
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四是资助倾斜。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资金 80%左
右用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这些倾斜政策，使得中西
部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明显加强。”郑
富芝介绍，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呈现“两快
一加强”。从区域上看，西部地区增
长最快，达 50%，特别是“三区三
州”增长达 82%，远高于全国平均
增幅；从教育阶段看，学前教育经费
投入增长最快，5 年翻了一番；从困
难群体上看，学生资助力度持续加
强，2017 年全国资助困难学生的经
费达 1400 多亿元，5 年增长了 62%。

2018 年新增 130 亿元投
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

向南通学什么
大国呼唤良师。2017 年
11 月 20 日，十九届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审议通过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随后，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该意见。这
意味着，我国教育的重心正在
从注重硬件建设转移到更多关
注内涵发展上。
为了办好师范教育，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 30 多
年中，我国师范教育进行了许
多重大改革，发生了许多重大
变化，这些改革和发展既取得
显著成绩，也有一些值得反思
的问题。
面对大国呼唤良师这个新
时代的历史命题，南通给予了
清晰有力的回答：100 多年来，
南通培养名师，筑起了一座高
原。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发
现”
和
“攀登”
一下这座高原，领
略高原风采、掌握筑原本领。

本 报 北 京 5 月 25 日 讯 （记 者
张晨） 5 月 2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确定，要加大对困难地区和薄弱
环节教育的投入力度。今天，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就
此介绍了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
薄弱环节倾斜相关工作情况，并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在南通，几乎全部市县的教
育局局长都是教师出身；在南
通，教育局长名片上的职务，特
级教师、省名师的头衔纷纷位列
第一；在南通，最好找对象的就
是女教师，一毕业工作就有很多
人上门说亲。
郭毅浩也是从南通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校长转任过来做市教育
局局长的。也许在南通人看来，
只有懂得师范教育、重视教师的
人，才更有能力办好教育。
从南通师范成立到现在已经
一百多年，但南通重视师范教育
的传统一直在延续和传承。

给高原筑基——

本地化的优秀师源
现在很多人都在怀念中师，
认为中师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
间，中国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的
基石。

左秋洁 摄

从 1983 年到 1999 年，为了
缓解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
实行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就
读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后到
城乡小学任教的招生政策。16
年的时间内，全国近 400 万学习
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中师
生。
记者仔细分析后发现，中师
具备了三个优秀的特征：优秀师
源、全科化、本地化——
优秀师源，中师生录取的都
是当时初中毕业生中成绩最好的
学生，这些学生中一些甚至可以
成为科学家、音乐家、政治家、
企业家，囿于当时的背景和现
实，他们选择了中师。
全 科 化， 中 师 生 接 受 的 师
范教育全部是全科化的，能文
能武、能说能唱，三笔字更不
在话下，一名教师能胜任所有
课程。
本地化，因为中师学校办学
层次相对较低，基本都在当地县
里、市里办学，学生也都是本乡
本土，与乡土有着血缘上的联
系，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和
责任感。毕业后相对容易回到自
己的家乡，自然能够做到扎根农
村、回报家乡，流动性相对低、
留任率较高。
（下转第四版）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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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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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

用音乐播撒光明
音乐路上奏响“强
者之歌”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尽管近年来教育投入一直向困
难地区倾斜，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薄
弱状况，如困难地区教育基础薄弱、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郑富芝表
示，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用好现有政策、加大落实力
度的基础上，积极完善政策，继续加大对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的教
育投入和政策倾斜。2018 年，中央财政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新增
约 130 亿元，将更多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
一是着力支持教育脱贫攻坚。2018 年到 2020 年，计划增加中
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70 亿元，专项用于“三区三州”的教
育发展。二是着力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在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中，再新增加 10 亿元，重点支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三是
着力增强地方高校综合能力。中央再增加 27 亿元资金支持地方高
校“双一流”建设和“一省一校”建设，这些资金更多向中西部地
方高校倾斜。四是着力充实乡村教师队伍的力量。今年再新增加 1
万名特岗计划的教师名额，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同时进一步
推动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促进优秀教师向乡村流动。五是
着力推动落实教师工资待遇，逐步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今年底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当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城市挤、农村弱”问题，
是制约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也是发展不平衡在教育当中一个
突出表现。郑富芝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
题。
（下转第四版）

我国将在高校建设 100 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
者 黄鹏举） 为深入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教
育，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决
定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计
划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
100 个 左 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承基地，探索构建具有高校
特色和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体系。
通知指出，要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纳入高校公共艺术和
公共体育课程体系。面向全校学
生，在二级院系的平台上成立规
模和形式灵活多样的传承项目传
习所。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建

设一个以传承项目为主打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实践工作坊。依托学校
现有相应研究机构或创建专门研究
中心，加强以传承项目为重点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探索新
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的理念与路径。
同时，要利用基地建设丰富的
师资与课程资源，辐射带动当地 3
所左右的中小学校和一个社区，开
展基于传承项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普及教育活动，不断扩大覆盖面
和受益面。
通知明确，2018 年计划遴选产
生 50 个左右的传承基地，具有独立
法人地位和具备相关传承项目建设
工作基础的高等学校均可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