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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小学生
兴高采烈地跳着鄂温克族传统舞
蹈“彩虹舞”，一名体格健壮、
身穿蓝色民族服装的男教师微笑
着站在一旁看着。这是记者日前
初到黑龙江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族
乡中心小学时看到的一幕。

这名男教师就是记者此行
要见的采访对象——兴旺鄂温
克族乡中心小学教师涂继承。
从教 26 年，他一直为传承、弘
扬鄂温克族传统文化而不懈努
力。

民族文化传承从点
滴做起

兴旺鄂温克族乡中心小学是
黑龙江唯一一所以鄂温克族师生
为主的学校，一至五年级共有鄂

温克族学生54名、教师17名。
走进学校教学楼，一楼的荣

誉墙挂满了师生们获得的各种奖
励。每个年级、班级每周都有一
节鄂温克族语言教学课。

鄂温克人冬季穿的皮靴“奇
卡密”、象征部落的三色“红缨
帽”、民族气息浓郁的桦树皮背
包⋯⋯这些藏品都是涂继承和同
事们逐渐搜集来的，每一件背后
都有一段故事。触碰着这些老物
件，历史感扑面而来。

1992 年，中师毕业的涂继
承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回到
家乡村小任教，“我身上流淌着
鄂温克族的血液，不能远离养
育、恩泽自己的土地”。

“鄂温克族只有语言没有文
字，为了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我工作中逐渐开始搜集、整理与
民族文化有关的物品和资料，在
这个过程中，又有了编教材的想
法。”涂继承说，自己传承民族
文化的行动是在搜集、记录中一

点一滴开始的。

课堂教学是传承的
主阵地

“课堂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是我耕耘的沃土。”涂继承说，
课堂上教授鄂温克语时孩子们求
知若渴的眼神触动了自己。

“怎么能让学生听得懂、学
得会、用得通呢？”苦思冥想的
涂继承想起了自己学英语时的情
景：遇到不会读的地方就用汉语
拼音代替。

拼写鄂温克语言时，使用汉
语拼音拼出发音，并用汉字进行
标注。涂继承开始尝试这种教学
方法。

他首先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
语标注出来，进行简单归类，经
过几年不懈努力，几十页的手写
讲稿走进了课堂，这也是涂继承
编写的第一本鄂温克语言教材的
雏形。

进行初步尝试后，涂继承又

开始琢磨怎样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
性。

“把讲故事和画图运用到语言
教学中，可以让枯燥的发音学习变
得更有趣。”只要有时间，涂继承
就走村串巷，与鄂温克族老人交
流，搜集故事、核对发音、分类整
理进而编写教案。

这些记载着鄂温克人生活的民
间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们。经过
10 多年的积累、修改，2015 年，
铜版印刷的 《鄂温克语言》 校本教
材终于出版了。

用好民族舞蹈和体育
项目载体

历经漫长的游猎、迁徙，鄂温
克人创造了很多舞蹈和竞技体育项
目并流传于世。涂继承决定把其中
表现力最强的项目作为载体，让学
生们在歌舞、运动中领略并传承民
族文化。

“抢枢”是鄂温克人首创的竞
技体育项目，被誉为“东方的橄榄

球”。
“爸爸，以后你把‘抢枢’传

承给我吧。”去年参加一场比赛后
回来的途中，12 岁的儿子涂嘉睿
忽然说出的这句话让涂继承很感
动。涂继承说，儿子是上小学一年
级时候开始参加“抢枢”运动的，
这几年学习、参赛过程中，孩子打
心眼儿里爱上了这项运动，“真正
的传承就是这样的吧，不是被动强
迫地接受，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
坚持”。

“摔跤”“拉棍”“鹿棋”“围
猎”⋯⋯涂继承搜集整理了大量
鄂 温 克 族 的 传 统 体 育 项 目 。 他
说，每次训练时，学生们都十分
刻苦、投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了鄂温克人无所畏惧、勇猛顽强
的光荣传统。

“26 年来，我传承民族文化的
决心从未动摇，也从没有过放弃的
念头。”涂继承说，传承民族文化
的路上自己并不觉得孤单，会继续
坚定地走下去。

26年矢志传承民族文化
——记黑龙江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族乡中心小学教师涂继承

本报记者 曹曦

新时代奋斗者

“坐最便宜的火车，自带行
李被褥、锅碗瓢盆，每日人均生
活费控制在 4 元内，省钱给孩子
们交学费、买书籍⋯⋯”近日，
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辅导员
谢晨智，带领着该校“青佑之
光”团队 38 名学生志愿者，又
一次踏上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征
途。

11 年前，为了在贫困地区
开展可持续的公益服务，谢晨智
开始打造“青佑之光”志愿服务
团队。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团队

已累计招募志愿者近 3000 名；
踏足全国 7 省 29 县市，行程 12
万公里，建立 26 个服务基地；
募集公益资金近 80 万元，帮扶
留守儿童约4000名⋯⋯

在贵州龙里县，村里的孩子
小冰因与哥哥打架，意外戳瞎了
一只眼睛，继而变得敏感自卑，
拒绝与人交流。在了解情况后，
谢晨智带着队员们主动接近他，
陪他做游戏，经过长达 5 年的耐
心引导，小冰终于开始敞开自己
的心扉。去年活动结束时，兄弟

俩提着一篮李子，手拉着手前来
送行，并依依不舍地抓着志愿者
的衣服说：“你们一定要再来。”

“‘青佑之光’不仅是帮助
他人的平台，也是自我教育的课
堂。”志愿者郑雨感叹道。郑雨
家境优渥，曾是一个“网瘾少
年”。大一暑假，他参加了赴贵
州大学生支教团，真切地体验到
了山区孩子们的生存状况，一股
家国情怀也油然而生。支教结束
后，郑雨主动报名参军，并考上
了军校。

奔波在志愿服务的路途上，
谢晨智成为留守儿童的守护者，
自己也舍弃了许多：为了节省出
行费用，谢晨智经常凭借毅力在
火车上一站就是 20 多个小时；
在各地连续支教一个暑期后，他
常常连行李都来不及放下，又得
继续奔赴下一个志愿活动；两个
孩子出生时，在山区里支教的他
都没能陪伴在妻子身边⋯⋯

谈及这些，谢晨智感慨地
说：“人，总是要有所追求。帮
助了别人，我也快乐了自己！”

湖北工大“青佑之光”志愿队11年帮扶4000留守儿童——

“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陈凌 毛军刚

本报讯 （通讯员 赵虎 记
者 李澈） 站军姿、编红剧、绘
红船、讲红色故事⋯⋯近日，浙
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红色支
教团给浙江天台县大余村欢岙小
学的 80 多名学生带来了一个不
一样的暑假。

支教过程中，支教团成员们
每天早上变身教官，带领学生们
进行军训，以这种形式帮他们强
身健体、树立规则意识。每天下
午，支教团会组织学生们开展各
类红色主题教育课程：红色旋律
之音乐篇、红色妙手之美术篇、
红色精神之品德篇⋯⋯课程丰富
多彩，共同之处是每一门都融入
了红色基因。

“通过上红色教育课，我知
道了很多革命英雄，我要向他们
学习，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欢
岙小学学生徐天宇说。

浙江理工大学支教团：

用红色点亮课堂

在门诊大厅维持就医秩序、陪扶年长患者就医、打印检验单据、扶患者离床活动⋯⋯近日，来自重庆
医科大学等院校的2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为患者提供就医帮助。

陈仕川 摄

□师生暑期生活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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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千名研究生
角逐电子设计竞赛

本报郑州 7 月 15 日讯 （记
者 李见新） 今天，第十三届中
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中赛区
比赛在郑州大学举行，来自华中
地区 37 所高校 225 个参赛队的
近千名学生参加了现场比赛。本
次比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电
子学会主办，郑州大学承办，是
提高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
载体。

“梁家河，我来了！”
7 月 12 日至 13 日，教育部直属机关 20 多名青年干部

满怀激动心情来到习近平总书记度过了 7 年知青岁月的地
方——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开展“走进梁家河，探寻
初心路”主题团日活动。共青团中央、中央和国家机关团
工委有关同志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青年师生代表应邀参加。

今年 6 月，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团委下发通知，要
求各级党组织、团组织为各单位青年配发 《梁家河》 一
书，结合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开展学习活动。不少青年干部都携
带着这本书，在路上重温起来。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梁家河时走过的路，现在
是平坦的柏油路了，那时可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土路。”

“看，那边就是总书记带领村民打的淤地坝！两山之间整
出这么一块平地可不容易。”进村的路上，大家生怕错过
哪个细节，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并不时发出感叹。

在村里的“知青井”旁边，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王东维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习近
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经历对我们每个人的启示，就是人生
道路上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奋斗目标；就是要实事求
是，要务实；就是要有人民情怀，与人为善；就是要有上
进心，有奋斗精神。这些优秀品质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延安精神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弘
扬这样一些优秀品质有其时代价值。”王东维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住过的窑洞内，青年干部们自发展开了
讨论。“在那么大的劳动强度下，别人干完活都睡觉了，他
却每天坚持看书4个小时左右，怎么做到的？”“家庭受到巨
大冲击，他还能 5 年写 18 次入团、入党申请书，平均一个
季度写一次，为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中国教育报刊社团委书记康丽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答
案：“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很多，我们读到过苦难，读到
过不甘，但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中，我们读到的
是在逆境中得到升华，我认为支撑他的就是对人民和国家
的大爱。”

“知青的旧窑洞与村民的新居，昔日的黄土高原与今
天的绿水青山，梁家河的变化正是祖国进步的缩影。”教
育部人事司党总支青年委员赵贠感慨地说。

在梁家河村委会，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沈国华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面对鲜红的党
旗，青年干部也在思考自己该度过怎样的青年岁月乃至一
生。“在这样一个鲜活的大课堂里，我们青年一代深受启
发，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做实在人，干实在
事，在本职工作中挥洒青春汗水，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力
量！”人民教育出版社团委书记陈涓说。

走进梁家河 探寻初心路
——记教育部直属机关团委

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记者 高靓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提笔忘字、书写能力弱化，常
用汉字面孔模糊，吃不准的字词就想着求助手机，遇到高
难度字词更是望文兴叹⋯⋯在充分享受互联网时代各种快
捷和便利的同时，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弱化，成为日前
在京参加“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第四
期国家级培训的专家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集体焦虑”。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坦言，电脑、智能手机等
电子设备的普及，客观上正造成书法社会交流功能的退
化，带来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不断弱化的
问题。“汉字书写危机”不容忽视。

“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书
法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写好汉字，让每个学生达到规范
书写汉字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钟秉林说。

由教育部和中国文联共同实施，委托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和教育书画协会联合承办的“翰墨薪传·全
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自 2015 年启动至今，目标是
用 5 年左右时间，培训全国中小学书法种子教师和省地县
三级书法教研员约 7000 名，并以此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
的普及和质量提升。

在组织实施这项中小学书法教师国家级培训的过程
中，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沈白榆发
现，全社会亟须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认识当前中小学开展
书法教育的重要意义，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从师资培
训、课程设置、资源建设等多个维度发力，真正告别“汉
字书写危机”。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汉字书写危机”不容忽视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近日，“航天精神中华行”暨康师
傅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中，
两院院士、航天专家为青少年作航天主题演讲，传播航天科普
知识，引导青少年感受载人航天精神。

“火箭是怎么发射的”“宇宙中的环境怎么样”“天上的
植物是怎样生长的”⋯⋯解答航天问题、讲述航天故事，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一
来到活动现场，就被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的学生们围
了起来。

“普及航天知识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航天工程
的一部分。像神舟十号进行的太空授课，当时有 6000 万名
中小学生参与，起到了很好的科普效果。要引导青少年从小
认识科学和参与科学，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杨利伟在
谈到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时说。

杨利伟说，空间站是国家级的空间实验平台，在整个设
计和建设过程中，设计人员、工程师为今后开展科普预留了
空间。要为青少年和更多人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让他
们的好想法成为科学实验的一部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
趣，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用航天科
普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据介绍，“航天精神中华行”将于今年 10 月份正式开启，
在陕西、浙江、广西、甘肃等省份展开活动，让青少年感受航天
科技的魅力，体悟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

引导青少年感受航天精神

（上接第一版）
“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个

根本，在教学原则上，以人为本，
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在教学内容
上，突出解惑，而不仅仅是传道、
授业；在教学着力点上，做到政治
素质和人格完善、做事和做人并
重。”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马润成说，只有做好学生的引路
人，他们走入社会后才能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2017 年 12 月，河大“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践
环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短剧大赛暨成果展演”现场，一个
个鲜活的题材，一段段跌宕起伏
的情节，一幕幕引人深思的往事，
深深感染着在场每一位师生。这
项至今延续 11 年的活动，从“思
修短剧”发端，形成了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教学方式。
为让学生切身了解历史、感知

社会，每名任课教师会与学生讨论
剧本，采取“双向教育”形式，让思
政课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短剧编排和老师的修改，让
我们深切感受到思政课的力量，对
我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2017
级体育学院学生闫世超说。

小切口、大主题、全过程、全
方位、全参与，既是河大思政课改
革创新的鲜明特征，又是立德树
人育人目标的积极探索。

面对已迈入大学校门的 00
后，思政课如何提供营养丰富、美
味可口的精神食粮？马润成心中
有了清晰答案：“我们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在提高‘亲和
力’和‘针对性’上下功夫，让学生
在思政课中汲取做人做事的智
慧，获得放飞人生梦想的强大思
想力量。”

（上接第一版）
纪世铭和田福春两位专家来

城厢中学一年多，聚焦课堂，听
课百余节；聚焦科研，参加、指
导教研组活动十几次。他们组织
教师培训，从说课、讲课、才艺
展示、教学设计等方面给予指
导，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一是瞄准骨干力量精准帮
扶，为教师提供北京市小学骨干
教师培训班学习机会，聆听专家
讲座、看名师做课，培养学校教
师队伍的领头雁。二是聚焦高效
课堂，手把手指导。老校长经常
带领受助学校校长听教师的推门
课，并示范点评。三是不断壮大
帮扶队伍，邀请名师名校长来阜
平送课讲学。”阜平县教育局局
长李丙亮说，“两年下来，阜平
5 所学校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有效
提升，成了区域同类学校的示范
校。”

说起北京老校长下乡对当地
教师的影响，河北省教育厅副厅
长韩俊兰赞叹不已：“真的没想
到，他们还帮我们解决了一大难

题，稳住了这些学校的特岗教
师。”河北省不少山村学校教师
缺乏，但学校位置偏僻、校园文
化、生活环境等因素让特岗教师
待不住。

2014 年入职的特岗教师原
晓苏不仅留了下来，还在校长的
撮合下成了家。原晓苏说：“确
实曾经犹豫过，但 2016 年接触
到这些支教的老校长后，他们的
精神感动了我。在他们的指导
下，我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

忘不了孩子的追问与渴求

退休了的北京陶然亭小学校
长刘建文怎么也没想到，他和他
的助教邱艳红，来到阜平半沟小
学支教几次后，全校师生和当地
老百姓就像盼着过节一样期盼他
们的到来。

刘建文带给师生太多的惊喜
和收获，折纸、软泥、彩陶、

“六一”活动、元旦联欢⋯⋯去
年 5 月底，半沟小学举办“继承
传统放飞梦想”主题活动，吸引

了十里八乡的家长们参加。
“我忘不了孩子的追问与渴

求。”刘建文说，为了开拓学生视
野、丰富学生生活，他想了不少办
法。不仅活动内容都要认真设计，
每次从北京开车几百公里来学校，
后备箱里还常常装着他买给孩子们
的奖品。而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
他还要上门看望和慰问。

“助教工作是精准扶贫的体
现。”刘建文说，“要带着感情和责
任参与助学工作，要当成自己的事
情去做。”

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老区
校长教师的坚守，感动了老校长
们，老校长们也用实际行动影响
了阜平的校长和教师。“未来，北
京‘老校长下乡’项目将继续从
问题和需求出发，在可持续性和
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在试点
基础上逐步扩大支教区域，在阜
平 拟 增 加 5 所 中 心 校 为 助 教 学
校；进一步扩大老校长队伍，壮
大支援力量等，并进一步完善相
关政策，保障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扎实开展。”张雪说。

河南大学：思政课没了“说教味儿”

2018青年全球治理
创新设计大赛开幕

本报上海 7 月 15 日讯 （记
者 董少校 通讯员 李沁园）
今天，2018 青年全球治理创新
设计大赛在上海开幕，来自 44
个国家的 73 名青年参加角逐，
围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创
新创业与共享经济”主题贡献创
意和智慧。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
计大赛由复旦大学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于 2007 年联合发起，面
向有志于参与全球治理的青年，
已成为承载几十个国家青年智慧
和创意的国际性舞台。

叶企孙与一流大学
建设学术会议召开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通
讯员 聂铭静 陈印政） 今天，
在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叶企孙
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叶企
孙与一流大学建设学术会议暨叶
企孙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
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东南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建德市叶氏古文
化研究会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
地对叶企孙仰慕的专家学者 180
余人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