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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曦

新时代奋斗者
“民房里的地标”
，当地百姓
如此称呼黑龙江省鸡东县前卫学
校的教学楼。
前卫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始建于 1976 年，1999 年
由 3 所学校合并而成，2013 年
变更为平阳小学的一个教学点。
学校距县城 35 公里，四面环
山，在这里，38 名教师承担着山
里 8 个自然村孩子的教育任务。

“对这里舍不得，撇不下”
“这里就是 28 名住校教师的
家。”
前卫学校副校长黄玉凤指着
教职工宿舍的二层小楼说。走进
楼门可以看到，每个“家”面积大
约 20 平方米，共有 12 个房间。
“明年我俩就都退休了，想
想真是有些舍不得呢。”四年级
班主任王国华告诉记者，一楼中
间的房间是她和同事赵淑艳的
“家”，俩人一起住了 3 年，彼此
开玩笑互称“老伴儿”。
“跟以前比起来，现在的条
件真是好太多了。”王国华说，
从教 35 年，她先后经历了 4 所
学校的撤并。

“那时没有条件住校，从教
学校。
学点到村小，每天都要步行 30
“那时学校是敞开式的，
没有
多里山路。”王国华说，那时候
围墙、没有宿舍，我们 6 名老师一
无论冬夏去上课，早上 4 点必须
起租住在校外的民房，做饭用的
从家出发，雨雪天怕迟到，她就
是烧柴的灶，
经常冒烟，
熏得灰头
抄近路、走乱坟岗子。冬天天黑
土脸的。”2011 年刚来学校时候
得早，山风呼啸，走着走着就会
的情景让丛莹莹至今记忆犹新。
害怕，她就跌跌撞撞地跑，身上
“前卫乡常年刮着七八级大
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风，气温也低。”去年转正的特
王国华的“老伴儿”赵淑艳
岗教师刘忠会说，“虽说这几年
教龄 36 年，“这里很多孩子的父
也有很多次调离的机会，但越来
母都是我的学生，感情很深”
。
越不想离开了。
”
“孩子和家长的质朴、领导
“因为家远，我只能住校，周
的关爱照顾、同事间相依相伴的
末回去一次。现在儿子留给奶奶
感情，这些都是我们坚守在这里
照看，也变成了‘留守儿童’。”刘
忠会的笑容中闪过一丝苦涩。
的理由，舍不得，撇不下。”赵
淑艳说得很动情。
面对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
刘忠会、丛莹莹这些年轻的特岗
“我算是教育战线的老兵了，
教师留下的决心愈发坚定。
明年就要退休。”
前卫学校副校长
把 抽 出 的 母乳放在 保鲜袋
许家坤有着 40 年教龄，每天骑自
里、再放上冰袋保鲜。在丛莹莹
行车往返 12.4 公里，语文、数学、
的办公室里，她给记者讲述了
物理、化学这些科目都教过。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前 “背奶包”的故事。
“下学期开学我就要把这个
卫学校的教师们一年又一年坚守
”丛
在山区，改变着一茬又一茬山里 ‘背奶包’传给其他同事了。
莹莹说，这个玫红色的“背奶
娃的命运。
包”是 2015 年休完产假上班的
特 岗 教 师 和“背 奶
同事王俊丽买的，因为学校离家
包”的故事
远，中午来不及给哺乳期的孩子
1987 年出生的丛莹莹 24 岁
送奶，王俊丽就网购了一个“背
那年考取了特岗教师，来到前卫
奶包”，此后，这个“背奶包”

就在前卫学校年轻的哺乳期女教
师之间传了下来。
“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所山
区学校，刚开始的确有些不习
惯，但大家彼此关心、抱团上进
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我喜欢这样
的工作氛围，更想扎根在这里，
尽自己的力量改变山里孩子的命
运。”今年 25 岁的要泰行是前卫
学校年龄最小的教师，
这个阳光、
帅气的小伙子任教不到一年，已
成了学生眼里的“大哥哥”
。
2009 年以来，
共有 16 名特岗
教师考入前卫学校，把全校教师
的平均年龄从 48 岁拉低到了 43
岁。
“这些年轻的特岗教师像一股
活水，
让学校变得更有朝气、更有
奔头。
”
前卫学校校长赵军说。

“小学校也要办出高
质量”
“小学校也要办出高质量。”
赵军说，1972 年从师范学校毕业
以后，他就扎根乡村教育，如今
已有 46 年教龄。
“我对学校的感情不是用语
言能表述的。”赵军说，从教这
么多年，除了地理课以外，初中
所有的科目他都教过，最多的时
候同时教 7 科。
“学校条件差，赵校长就感

“第一书记”牵红线
智力帮扶助脱贫
（上 接 第 一 版） 此 外 ， 驻 村
“第一书记”发挥大学生科技
下乡积极作用，组织学生利用
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 200 多人
次。
在徐庄镇 ，“第一书记 ”
累计争取各类资金、物资
1600 余万元，实施村庄道路
改造、水利设施修建、文化广
场建设等民生工程 66 项，开
展扶贫济困、捐资助学、大学
生“三下乡”等惠民活动 40
余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00 多项。
村民和当地政府都尝到了
与青岛农大“结对子”的甜
头。菏泽牡丹区委副 书 记 刘
培廷说，希望加强与青岛农
大的交流合作，更多借助学
校的科技、人才优势，发展
当地现代农业产业。

坚 守“ 治 贫 先 治
愚”，点燃希望火种
在科技扶贫取得可喜成绩
的同时，“第一书记”始终不
敢忘教育，始终牢记“治贫先
治愚”。
“第一书记”李冰所在的
枣庄山亭区米山顶村小学，
受地域、师资待遇等因素制
约，无法保证专业师资配备
到位，教育资源匮乏。李冰
利用节假日和暑假为当地学
生补习文化课，开展科普宣
讲，他的课被学生和家长们
亲切地称为“青农大山村课
堂”。
在菏泽牡丹区，丛鹏争
取 建 设 资 金 120 余 万 元 ， 为
村里新建了一所小学，并争
取 4 名大学毕业生来当教
师，提升了当地基础教育水
平；韩成刚为驻村小学操场
跑道、篮球场、排球场建设
争取资金 28 万元，完善了基
本运动设施，并利用小学原
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新建
一所幼儿园，解决了本村孩
子上幼儿园难问题。
通过“第一书记”这条
“红线”，目前青岛农大各学
院、不同专业大学生与“第一
书记”所在村的小学建立了
联系，为他们送来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课，在农村孩子心
里埋下了“知识改变命运”
的种子。
李宝笃表示，7 年来，青
岛农业大学秉持“矢志三农”
传统，走出了一条以“第一书
记”为红线，以高校科技资源
对接山东西部发展需求，持续
提升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
村振兴的智力化帮扶和产业改
造之路。

情留人，很多事情都先跟大家商
量，在我们眼里他更像一个大家
庭的兄长，为了这个家四处奔
走、操心出力。
”黄玉凤说。
教师们经常走村串巷，一边
家访，一边宣传学校，还把家长
请到学校观摩小班化互动教学、
盟区活动、兴趣班，这些付出赢
得 了 乡 亲 们 的 信 任 。 2013 年 ，
学校只有 56 名学生，现在则有
90 名，2013 年 52 人参加中考，
13 人考入重点高中。
“学校发放贫困寄宿生生活
补助费，中学生每人每年 1250
元，小学生每人每年 1000 元。”
一名学生家长说，学校对贫困生
的关爱帮助了很多家庭。黄玉凤
介绍，学校还经常开展给留守儿
童家长打电话、帮助留守儿童做
家务、实现留守儿童的小愿望等
活动，温暖了留守儿童的心，也
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
“以前学校的条件非常艰
苦，很多老师每天要走几十里的
山路，雨里雪里地往返奔波，大
多数人留下了严重的腿疾。”说
起这些往事，赵军有些哽咽。
坚守在乡村教育最苦、最难
的一线，前卫学校的教师们甘守
清贫、奉献着师爱，像红烛，像
青松，像丰碑……

送教到苗乡

近日，香港大学 10 多名师生
来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汪洞乡
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师生们
教学生唱英语歌曲、做英语游
戏、表演英文剧本，激发他们学
习英语的兴趣。图为香港大学学
生黄玮琛辅导学生练习英语会话。
龙涛 摄
剧。学生们欣喜地说：“这样的
思政课有活动有创意有体验，更
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喜欢上。
”
中国铁路华丽转身、长编组
课上，西北大学教授王强“讲好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闪亮
故事，说清道理”的叙事式教学
登场、高铁技术再上台阶……陕
方法，巧妙地让手机从“低头工
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
具”变成“抬头利器”。学生们
教师李昌锋结合自己在企业挂职
通过“马克思的朋友圈”，了解
学习的经历，利用中国高铁名片
了马克思的生活故事，了解了马
向学生讲授“五位一体”创新，
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图景，触摸
学生们很容易就理解和接受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到马克思主义的“温度”
。
如今，立足办学特色，将铁路特
“思政课教学不仅要给学生
色、优秀校友等行业教育资源融
传授知识，更要帮助学生树立信
入专业教学，充分挖掘专业课的
念，开展‘叙事式’教学和‘反
转课堂’，不仅能激起同学们探
育人因素，推进全面育人，已成
索知识的热情，更有助于他们从
为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
内心深处真正认同、接受马克思
政课堂的一大特色。
主义。
”王强说。
许多高校在大练兵活动中，
在这种上课方式的推动下，
积极探索创新，打造大思政课程
西北大学学生自发成立了习近平
体系，探索在专业课和基础课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
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推动课程思
年研习社和“红桅杆”理论学习
政教学改革，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社团，成为全校学生学习党的创
值引领有机统一，达到润物无声
新理论的有力倡导者。
的育人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课是立德树人
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的重要载体。如何改变过去学生
院教授陈莉在讲授计算机专业课
心目中生硬枯燥的印象，让思政 “算法”相关知识时，将政府工作
课变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
报告引申为 2018“中国算法”，通
信，陕西高校在大练兵活动中积
过解读报告中人工智能、
“ 互联
极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下真功
网+”等被纳入国家战略，梳理信
夫、做实文章，让思政课堂变得
息技术发展的中国模式和中国信
更富活力和吸引力。
息技术之痛，既加深学生对“算
西 安 邮 电 大学探索出“专
法”
概念的理解，
也激发了学生的
题+实践+创新”教学模式，取
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同
得良好成效。马克思主义学院组
时，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建专题式教学团队，先后立项思
大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
政专题教学改革项目 22 个，通过
导学生领会总书记为当代青年学
集体备课、集体研讨、集体攻关等
子设计的“人生算法”，激励学
方式，
完成课程专题拟定、教学设
生们设计和创新自己的大学时代
计、课堂设计。社会实践教学分 “算法”与未来的“人生算法”
。
为规定项目、自选项目和创新项
经过持续两个多月“真刀实
目 3 类，规定项目是要求撰写一
枪”的演练、比赛，陕西高校师
篇红色参访活动体会或考察报
生们欣喜地看到，思政课实了、
告；5 个自选项目学生可任选一
活了，学生的抬头率、点头率高
个完成，
包括进行一次课堂演讲、
了。学生们纷纷表示，思政课教
参加一次课堂辩论、阅读一本红
师策划点子多、教学手段新，课
色经典、观看一部革命影视剧； 堂越来越鲜活，连专业课也不知
创新项目则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
不觉透出“思政味”，这样的课
位，选择展示一部微思政情景
堂好听、好懂、好入脑。

“大练兵”激活高校思政课堂
（上接第一版）
加强对练兵活动的统筹指导；教
西北大学开展教授说课、
学督导委员会专家和校外专家走
骨干展示、青年提升、课程思
进课堂，以评促教，教练结合，
政等 4 个环节的思政课教师大
协同督导练兵活动扎实推进。全
练兵活动，为思政课教师之
体专兼职思政课教师从“教”入
间、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
手，深钻教材、精琢教案、细研
之间提供教学经验交流、总结
教法，相互交流切磋，力求实现
和提升机会。学校组织专家学
从“说课”到“讲课”，最终到
者讲授“精彩一课”，引导全 “悟课”的层层提升。
体教师把握大纲、吃透教材；
西安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组
组织各级优秀思政课教师讲授
织开展思政课教师“三比三进”
“观摩课”
，引导全体教师学方
特色活动，以教师比教案和课件
法、传技巧；组织 45 周岁以
推动进教材，以教师比微课、师
下的教师讲好“练兵课”，引
生比宣讲推动进课堂，以学生比
导中青年教师在备课、说课、
读马列经典文献和微电影大赛等
讲课、评课过程中，实现全方
推动进头脑。院长燕连福说，学
位练兵；在“课程思政”环
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节，专业课教师们立足学科、
会主义思想专题思政课，形成 31
深挖内涵，通过课程资源挖掘
份专题教案和课件。28 名青年
和课程再设计，实现与思政课
教师开展了微课展示活动，拍摄
程无缝衔接。教师们充分利用
微课 30 多个。师生宣讲 100 多
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学
场，有效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校百余年校史资源，把蕴含其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中的理想信念价值和人文精
“大练兵是一次大体检，更
神、科学精神、大学精神融入
是一次大动员。大练兵练的是课
课堂和实践教学。
堂、是教学，
更是责任。
”
西北工业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
大学专职思政课教师李鹏在学校
学院设立专门经费，开展“三
思政课大练兵中获得了一等奖，
促两结合活动”，以赛促练、
他深有感触地说，
通过大练兵，
思
以练促教、以教促学，赛练结
政课教师要练就理论扎实的真本
合、教学结合，比学赶帮。学
领、练强学养深厚的软实力，最
院 26 名思政专职教师结对 13
终练成育人高超的硬功夫。
个比拼小组、4 个参赛小分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队，在大练兵中吃准吃透新教
长陈怀平说，大练兵活动进一步
材，讲好用好新教材，将教师
端正了教师的教学态度，完善了
个人魅力融入课堂教学，同时
教学体系，对教师寻找差距、对
充分发挥多媒体优势，探索形
标先进、补齐短板帮助明显。
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让课
多模式促课程思政
堂有趣又有效。
入脑入心
陕西师大聚焦课堂教学中
心环节，构建校院两级联动的
“请同学们拿出手机，进入
练兵平台。在练兵活动中，学
学校思政课微信平台‘思想者之
校党委将自上而下的听课督导
家’，集体阅读推送 《假如马克
和自下而上的教学实训贯穿始
思也有朋友圈》。
”在解读习近平
终。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带头深
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入教学一线，边听课边调研，
年纪念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思政

﹃第一作者﹄背后的育人智慧

——记黑龙江鸡东县前卫学校教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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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床，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研二学生刘琦打开电子邮箱，
一封来自美国 《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期刊编辑部的邮件跳了出来——她的
论文被国际顶级期刊接收了！激动的
泪水从刘琦眼中涌出。
几乎同一时间，刘琦的导师、天
津师大水环境与水资源重点实验室教
授郝永红也看到了邮件，并把这一消
息发到学校“地下水数值模拟交叉融
合创新团队”的微信群里。
令刘琦感到惊讶的是，她是这篇
论文的第一作者：“从研究思路的确
定，到海量数据的搜集，从研究方法
本报记者
的选取，到论文的写作，整个过程中
关键环节都是郝老师为主完成的，我
只是按照老师的指导按部就班地开展
研究，没想到郝老师却把我的名字放
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
陈欣然
事实上，让学生做第一作者，是
郝永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信条”。
他培养的研究生已经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了 10 余篇高水平论文。
“这是对学生的肯定，
只要是对学
生有好处的事我就愿意做。”郝永红
说。对于这些论文能给他带来的绩效
奖励、学术成果，郝永红毫不在意，在
他心里，
把学生培养成才是最重要的。
带研究生多年，郝永红总结出了
一套自己的方法。在他看来，能够从
全过程去关注和帮助学生是最关键
的，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以及学科
发展的最新动向确定好研究方向，给
学生合适的研究课题，设定要达到的
目标，
然后引导学生不断向目标努力。
由郝永红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攻
读博士研究生、目前在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联合培养的霍雪丽是天津师大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在校期
间她印象最深的便是导师对学生的用心。由于开展跨专业研究，
郝永红会定期组织相关学科的师生一起讨论学习，互相取长补
短；不定期地邀请业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为学生作讲座，开阔学
生视野；科研工作中，如果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郝永红会千方
百计地为学生联系校内外专家帮助解决……
“他从来不会把课题丢给学生，自己当‘甩手掌柜’。”刘琦
说，每次研究进行到关键环节，郝永红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指导。
不仅如此，郝永红还能细心体察到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当研究进展到紧要关头时，刘琦的电脑突然坏了，必须要用的软
件怎么也运行不了，犹豫再三，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刘琦重新买
了一台电脑。“当时我花了几乎半年的生活费，可心疼了，但不
知郝老师怎么了解到这个情况，悄悄地把买电脑的钱打到我卡
上。
”刘琦深深感激导师，默默加快着论文的进度。
刘琦的论文发表后，郝永红把她推荐给了法国蒙彼利埃大学
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对刘琦非常满意，已同意接收她去读博
士，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一定要好好学，将来学有所成报效
祖国，决不辜负导师的一片苦心。
”刘琦说。
“其实，把这些学生送出去，送到更好的学校继续深造，我
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私心’，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
够回来，继续从事我热爱的这项研究，壮大我们的学科团队力
量，把天津师大建设得更好。
”郝永红说。
他期待着学生们返回母校的那一天。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郝永红倾心帮学生做研究
——

坚守，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

校对：
刘梦

锻铸可信可亲可为的“四有”好老师队伍
（上接第一版）
通过大练兵，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回归潜心教书育人本分。教
育引导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教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
上课是第一责任，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在大练兵活
动组织实施中，坚持全体练兵，全员展示，引导全体思政课教师
集体备课、集中研讨，全面提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教师素养等能力；加强业务培训，
把思政课教师的
培养、
培训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总体规划，
组织骨干教师积极参加教
育部和省级培训、
轮训，
并在社会考察等方面给予倾斜；落实
“全过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要求，认真梳理各专业课程的“价
值元素”，
积极发挥通识课程和第二课堂育人功能，
加强实践育人，
着力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强化考核，在教师年度
考核、职务 （职称） 评聘、评优奖励中，要把师德表现和课堂教
学质量作为首要标准，增加课堂教学考核权重。
通过大练兵，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进一步
落实省级领导干部到高校作形势政策报告或调研、旁听思政理论
课。结合“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落实 《陕西
省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实施方案》，深化
高教工委、校、院 （系） 三级领导听思政课制度；切实加强高校
马院建设，全省 7 所高校马院被评为省级重点马院，9 所高校马
院被评为省级标准化马院；开发出 400 多堂“小红专”网络思政
微课堂，建成“老夏说课”“一画一课”等 300 余堂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名师示范课堂”；坚持围绕学生、关爱学生、服
务学生，进一步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
理、服务、资助、组织等方面育人功能，构建学生教育综合服务
体系，增强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进一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切实加强和改
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组织好省级竞赛练兵，
选树一批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优秀思政课教师；打造一
批“工艺”精湛、
“配方”新颖、
“包装”时尚、
“营养丰富味道又好”的
精品课程；深化中、省、校三级培训体系，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
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探索建立思政课教师“配齐”
“ 建强”
“保
障”
制度，
固化推广大练兵主题活动的长效机制。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弘德小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心义卖
活动，学生们通过义卖筹集善款 7000 余元，全部捐献给红军长征
胜利会师纪念地——甘肃省会宁县的党家岘乡梁家河小学，用于改
善该校信息化设施和网络环境。
本报记者 魏海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