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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西民办大学第一人，全
国人大代表、山西工商学院创办人
牛三平喜欢较劲，也喜欢沉淀，他
深刻体会到，一所优秀的学校，没
有自己的精神内涵是走不远的，仅
仅致力于特色的办学模式是远远
不够的。事实上，这所民办大学栉
风沐雨、百挫不馁的办学历程已经
逐步演化出了一种带有自身禀赋
的精神，那就是——拓荒牛精神、
孺子牛精神、领墒牛精神。

拓荒牛——
爱拼才会赢

在办公室主任王瑞芬的文件
柜里，立着一卷卷文件制度汇编，
有法律法规、毕业生档案，在外人
看来，这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文本，
但对王瑞芬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
有的突破，是一个民办高校从草创
到走上规范、规模之路的细微见
证。

1984 年，山西省开始推行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1986 年，在印刷厂
上班的牛三平因为参加自考萌生
了办自考班的想法，于是开始和另
外两个伙伴租房子、找老师、招学
员。

“拓荒牛奖”获得者王瑞芬回
忆起那段艰辛办学的日子，也是感

慨万分。“那段时间，牛院长咬紧牙
关、勒紧裤腰带坚持着，天天吃馒
头泡面，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几瓣
花。”从到处租赁校舍，到一砖一瓦
地自建校舍；从聘请老师，到自己
培养教师；从一开始的几个学生，
到现在的万余学子⋯⋯牛三平十
分感慨：“没有大家的坚持和拼搏，
别说开疆拓土，就是学校也早就在
竞争中垮掉了。”

“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
高校，在没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
下，逐步滚动发展起来。”一位资深
教育专家说。32 年，从一间租来的
培训教室到 2 个校区、12 个二级学
院、47 个专业、1000 余名教职工、1
万余名在校生，可以说，上自牛三
平，下至每一个教职工，都是艰辛
的拓荒者。

在校园内的三牛雕塑中，左边
的一头牛前腿撑地，后腿力蹬，仿
佛拉犁前行，被称为拓荒牛。锲而
不舍、顽强拼搏的拓荒牛精神在这
群创业者身上表露无遗。

孺子牛——
奉献中育人

十多年过去了，王怡还记得
2007 年 她 应 聘 工 商 学 院 时 的 情
景。那年，她武汉大学硕士毕业。

“当年，吸引我的有两点，一是学校
对老师的激励政策多，二是牛三平
院长对教育的热爱感染了我。”

学校的发展没有让王怡失望，
由于学校用人灵活，形成了虹吸效
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包括公
办院校的一些好老师。而王怡的
才能也没有让学校失望，她的案例
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她在科研课题上的突破也填补了
省内民办院校的空白。

王怡曾荣获学校“三牛奖”中
的“孺子牛奖”，她说，这种友善宽
容、敬业奉献的孺子牛精神，激励
着大家敬业乐业，甘于奉献。

“致大四美女们：我干宿管将近
四年来，总是不经意把你们当成自
己的孩子看待⋯⋯以后再苦也别忘
记坚持，再烦也别忘记微笑，再累也
要爱自己⋯⋯最后，阿姨祝你们出
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今年6
月6日，工商学院3号公寓楼宿管员
张长风写给毕业生的一封信。

“立德树人”一直是山西工商
学院秉承的为学之要。2017年，工
商学院梳理提炼出了“三牛”精神
育人工程、校园特色文化育人工
程、后勤服务育人工程等“十大育
人工程”。其中，他们把学校后勤
职工称为“不上讲台的教师”。这
就不难理解，一个宿管员都能自觉

地把自己放在育人的角色里，因为
这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小生态。

学校创立32年，育人是该校一
以贯之的第一要务；全员育人、全
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全育
人”也一直是山西工商学院的理念
坚守和信念践行的坐标。

领墒牛——
争当领先者

每天下午四点多，学校创业街
就会渐渐热闹起来，下了课的学生
们纷纷来到这里开展他们的各项
业务，咖啡馆、花店、设计室、打印
店等陆续开门营业。

山西工商学院投下了上百万
元建起了这个创业园区，配备了创
业导师，为学生们的梦想护航。而
除了这个校园内的创业园区外，各
个学院根据专业特色，都与校外的
一批优秀企业建立了应用型人才
培养实习基地。

这让人不由想起那座“三牛”
群雕。三头牛中，一边是拓荒牛，
另一边是孺子牛，似乎都在为中间
这头牛保驾护航。中间这头最引
人注目的牛叫领墒牛。领墒贵在

“领”字，学校在民办高校领域抢墒
耕耘，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年轻学
子们抓住时机、争先创新。

对于领墒牛精神，2000年从山
西工商学院通才班毕业的赵士权
用自己的实践做了诠释。这个从
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为了帮助农
民解决买难卖难问题创办了村镇
电子商务平台——乐村淘。2017
年，乐村淘规模已覆盖全国 25 个
省，800 多个县，10 万多个村，助力
农村电商发展。

2016 年毕业留校的李沁对领
墒牛精神也有自己的领悟。当年高
考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刚入学的时
候，李沁的情绪有些低落。但学校
严肃紧张的学习氛围和各种丰富的
文化活动很快感染到了她，“三
牛”奖颁奖晚会、校园星光大道、
辩论赛等让李沁甘之如饴。“没想
到大学生活可以这么丰富多彩，让
我 变 得 更 喜 欢 挑 战 、 也 更 有 信
心。”作为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
李沁在毕业那年获得了“领墒牛”
奖。

牛三平认为大学应当像一锅
百年老汤，让学生们接受文化的熏
陶和浸染，让学校的精神烙印成为
他们成长的标签。在无数像李沁
这样的新生心里，这种浸染默默激
发了他们的斗志，“别的同学在清
华争第一，我就在工商争第一”。
做新时代的“领墒牛”，正成为一代
又一代工商学子的奋斗目标。

以“三牛”精神滋养师生成长
——山西工商学院三十年塑造共同价值观

通讯员 力方 本报记者 欧媚

在新疆实习结束后，天津大
学生马顺武作了一个重要决定：
留在新疆工作。近日，他提出的
长期留疆申请获得批准，并被特
招为新疆民丰县的一名基层公务
员。

从今年起，天津市每学期选
拔 300 名高校在校生赴新疆和田
地区，开展为期三个半月的实习
支教。经过层层选拔，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大四学生马顺武成

为首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一员，
并于今年 3 月入疆工作，被分配
在民丰县第一幼儿园工作。

民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自然环境恶劣，全年风沙天
气多达 260 天，生活、工作条件非
常艰苦。初来乍到，迎接支教学生
们的就是一场沙尘暴。气候条件
的巨大差异，让包括马顺武在内的
许多支教大学生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水土不服。但这些并没让马

顺武打“退堂鼓”，反而坚定了他克
服困难、努力工作的决心。

在民丰县第一幼儿园实习期
间，马顺武主要讲授社会和科学两
个领域的课程，通俗易懂的讲述受
到孩子们的欢迎。他还为孩子们开
设快板兴趣班，举办幼儿“五一”
红歌大赛、“六一”儿童节系列活
动；用摄像机记录孩子们的点滴成
长；坚持入户家访，并作为信息员
在和田、民丰以及学校的公众号上

报道民丰县支教团的动人故事。
“在支教过程中，我爱上了脚

下的这片土地，感受到这里对人
才的迫切需求。我萌生了留在这
里工作的想法，希望在这个可以
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上踏踏实实
做点儿事情。”马顺武说。

6 月底，离疆的日子到了，孩
子们哭着抱住马顺武不舍得他离
去。马顺武对孩子们说：“马老师
不走，这次回去是办理毕业手续，

我很快就会回来！”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然而，马
顺武返津的前一天，就将自己手写
的“长期留疆申请书”交到了天津
援疆前方指挥部民丰县工作组。

7 月，马顺武的申请获得批
准，他以内地优秀大学毕业生身份
被特招为民丰县基层公务员。目
前，马顺武正在和田地委党校接受
岗前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会赶回
民丰县看望支教幼儿园的孩子
们。我太想念他们，太想念民丰县
了。那里将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
我梦开始的地方。”马顺武表示，作
为一名基层乡镇公务员，今后一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岗、发
挥所长，为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天津支教大学生申请长期留疆

马顺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本报记者 陈欣然

“这里更需要我，我的人生价
值在边疆的讲台上能更好体现！”
这是尹才华为自己放弃内地优越
的工作生活条件，举家落户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八团学校
的理由。

2012 年 2 月 28 日，尹才华作
为一名湖北省援疆干部，从江汉平
原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教。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就翻
开了新的一页。”尹才华说。很多人
没有想到，因为这次援疆，尹才华深

深爱上了新疆，并留在了新疆。
尹才华的援疆支教时间是半

年，半年支教期满后，在学生和同
事们的挽留下，他毅然选择了再援
疆 3 年。3 年过后，他决定举家迁
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
八团学校，留在新疆。

尹才华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
很多人看来不可理解的决定，源于
他在支教中对当地学生产生的爱，
以及边疆教育对教师的尊重和对
人才的渴望。

给尹才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边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态
度。“孩子们听课很认真，我能从他
们的眼神里看到学习知识的渴
望。”尹才华说。在课堂上，尹才华
总是以故事和表演的方式讲解，让
孩子们喜欢听，而且听得明白。

得尼拜尔是八十八团学校的
一名学生。家访中，尹才华了解
到，热爱唱歌，活泼开朗的她其实
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父母是牧民，
在山上放牧一去就是大半年，她只

能和弟弟相互照顾。
得尼拜尔的学习基础不太好，

语文一直在及格线上徘徊，但她积
极乐观，也不怕困难。尹才华不仅
给予她关心和帮助，还鼓励她多读
书，努力学习，让她树立起了自信
心。慢慢地，得尼拜尔学习成绩有
了很大进步，而且越来越自信了。

3 年援疆任务结束时，学生们
自发给尹才华送行，一个一个地抱
住他，舍不得他离开。尹才华被学
生们的爱深深打动了，他尽力克制

着自己的情绪，但激动的眼泪还是
夺眶而出。“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
个念头：调到这里工作。”尹才华说。

“到边疆支教后，我才真正理
解边疆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
望，我一定要留下来，这里更需要
我。”尹才华说，“我要留在条件最
艰苦的地方、留在祖国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一直干到老。”

2015 年 9 月 2 日，44 岁的尹
才华怀着对家乡的眷念和不舍，携
妻带子举家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五师八十八团。

自此，尹才华如愿长期站上边
疆讲台，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第二
故乡。这一刻，尹才华在心里坚定
了一个信念：“一定要尽己所能，把
边疆的孩子教育好、培养好，让他
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湖北教师携家人扎根西北边陲

尹才华：边疆成为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各／地／动／态／ ■

本报北京 9 月 3 日讯 （记者 施剑松） 新学年，
由北京市选派的 28 名骨干教师将赴雄安新区的新校
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并协助雄安新区制定教
育三年提升计划和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今天，北京市教委召开援助雄安新区支教干部教
师行前动员。据了解，北京援助雄安教师分别来自北
京市第八十中学、朝阳区实验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
和海淀区六一幼儿园。4 所学校都是北京与雄安新区
的对口合作校。所有支教教师到新校区后将采取“组
团式”援助方式，由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组成。管理
团队出任雄安新校区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教学
团队出任教学负责人并兼任教学工作。北京派出的骨
干教师还将在雄安新校区建设“名师工作室”，积极
开展教研活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北京：

28名教师赴任雄安校区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覃鸥） 记者近日从广西百
色市教育局获悉，该市今年加大乡村教师补充力度，
全力解决乡村教师紧缺难题，区外招聘乡村教师484
人，区内社会公开招聘 1790 人，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593人。

6 月，百色市相关部门先后奔赴云南文山州和广
西区内高校进行宣传动员和招聘工作，举办7场校园
宣讲会和4场现场招聘会。今年，该市继续加大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力度，出台乡村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
划，依托百色学院专门定向培养乡村教师660名，有
效解决3年后乡村教师缺岗缺人问题。新招聘教师到
岗后，将进一步解决百色市乡村教师队伍总量不足、
结构矛盾突出等短板问题，逐渐实现让乡村教师“招
得来、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广西百色:

加大乡村教师补充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倪秀）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乐山
市教育局获悉，该局日前印发 《乐山市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决定从今年 8 月底到 2019
年5月底，对幼儿园“小学化”开展专项治理，治理
对象为全市范围内所有公民办幼儿园、公民办小学及
涉及幼儿的校外培训机构。

《方案》 明确了幼儿园、小学和校外培训机构的
治理内容和治理措施。在幼儿园治理方面，对教育内
容、保教方式等提出具体要求。对办园行为不规范、
存在“小学化”倾向的幼儿园、小学及社会培训机构
责令限期整改。同时，要求小学必须按国家课标实施

“零起点”教学。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学前班、幼小
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

四川乐山：

专项治理幼儿园“小学化”

本报浙江武义 9 月 3 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
员 朱跃军 李增炜）“旧中国很落后，所以我们经
常挨打。同学们要认真读书、强健体魄，长大后把祖
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今天，浙江省武义县下杨中学
八 （1） 班教室里，百岁老人、南仓村抗战老兵郑双
龙脖子上挂着抗战胜利纪念章，精神矍铄地为班里学
生讲述了自己的抗战经历。

武义是老革命根据地，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故
事屡见不鲜。为了让全县中小学生更多地了解历
史，激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武义县积极
推进党史教育进课堂，让红色历史鲜活起来。从
2017 年开始，该县挖掘本土党史故事和人物，编排
了一套 《红色丰碑》 中小学党史教育乡土教材。教
材分上中下三册。对小学二、三年级以绘画方式编
排了 16 个红色故事；四、五年级编排了 16 个红色
人物；初中七、八年级编排了武义党史发展的五个
历史阶段。

浙江武义：

推进地方党史深入课堂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员 王晓娟） 秋季开
学在即，青岛平度市教体局把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工作列为 2018 年重点工作之一，成立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开通多条受理投诉的渠道，建立有偿举报制
度。日前，全市140所中小学 （幼儿园） 与在职教师
12281 人签订了“自觉抵制有偿补课责任书”，作出

“抵制有偿补课”书面承诺。
目前，青岛各中小学都设立了有偿补课举报电

话，通过召开家长会等形式向学生、家长宣传严禁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政策，同时通过督查微信群与实地督
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参与有偿补
课的教师起到震慑作用。

青岛平度：

教师承诺抵制有偿补课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姚俊） 为提高
校园保安队伍整体素质，日前，浙江宁波象山县教育
局与县公安局、消防大队、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了首届教育系统学校保安技能大赛。各学校按片区
分成 12 个代表组，参加校园安保理论知识、队列操
练、灭火、体能等测试，全面加强保安队伍建设。

近年来，象山县投入 500 万元对 38 所学校 （幼
儿园） 的模拟摄像头进行升级改造，接入大数据平
台，实现集中监控，重点时段重点管理。出台并严格
落实校园门卫安保工作流程，全面清退超龄保安人
员，并对所有保安开展业务培训，重点加强保安技
能、紧急救助方面的培训。

宁波象山：

举办学校保安技能大赛

一名长安大学的尼日利亚新入学留
学生在西安动车段体验动车模拟操作。

近日，30名长安大学的新入学尼日
利亚留学生来到西北地区最大的动车检
修基地——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动车段，参观高铁仿真实训基
地、劳模创新工作室和动车检修库，近
距离感受中国高铁发展成就，迎来自己
独特的开学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非洲留学生的
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