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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爷，爷爷和叔爷爷，父
亲和伯父，堂哥和我，侄女和侄女
婿⋯⋯”李新喜坐在办公室里掰着
手指头，一双手来回数了两遍，她
笑着对我说：“我们家当老师的差
不多20人。”

从太爷爷李鹤龄算起，湖南省
娄底市第三完小李新喜老师家的

“教育香火”已延续至第五代。
毕业于湖南一师的李鹤龄，与

毛主席是同班同学。李新喜说，太
爷爷去世得早，自己从未见过他，关
于他的故事倒是听了不少：一直以
自己和毛主席是同班同学而自豪，
一直保留着在一师读书时的同学
录，常拿着集体照回忆在一师求学
时的往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太爷爷始终坚信，只有当老师，培养
出更多优秀学生，才能改变中国的
命运，让国家走向兴旺。

“他一辈子都在农村教书，直到
50 岁去世。”关于太爷爷去世前的
经历，儿时的李新喜曾听爷爷说过，

印象极为深刻。
当时太爷爷正走在离校返家的

路上。山路崎岖，此前数日就已感
身体不适的李鹤龄突然晕倒。在路
旁睡了几个小时转醒后，李老师从
地上爬起继续往家赶。“因为怕耽误
学生学业，太爷爷在学校里一直忍
着没去看医生。”这次回家后，李鹤
龄发起了高烧，几天后匆匆离世。
留下两个儿子，全都当了老师。

大儿子李凤冈毕业于华东美术
学院，此后一生直至退休，都在农村
学校一线教书。

“爷爷是对我职业选择影响最
大的人。”李新喜40多岁，仍念念不
忘幼年时爷爷李凤冈的陪伴。一支
粉笔一面墙，在爷爷手里变幻出一
幅幅画。画的若是猫狗，爷爷便会
学几声猫狗叫，讲几句它们的习性；
画的若是连环画，爷爷必定会讲一
段故事，或听几个孙儿编一段故
事。到了晚间，爷爷就会学着太爷
爷的做法，带孙儿吟诵古诗文，写毛

笔字。
为了帮教书不久的大儿子提高

业务水平，50 来岁的爷爷，每周从
自己工作的学校往返 8 个小时走到
大儿子工作的学校，带着他临摹画
作，写毛笔字，做手工，手把手地带
了大儿子三年。

眼中看着这样的爷爷，耳边常
常响起爷爷说的“希望你们长大都
当老师”“李家的教育‘香火’要一代
代传下去”“当老师很幸福”等话语，
七八岁的小姑娘李新喜早早便立下
了“长大后当老师”的心愿。

如今一眨眼，自己在一线教书
也进入第28个年头。当班主任，教
语文，28 年走下来，李新喜坦言并
不轻松。“但我从未想过离开”，李新
喜始终记得从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
一句话，“从事教育工作，就是要把
书教好，不要总想着去搞行政”。这
句话，影响了家族五代近20位教师
的从教观，“我们家没出过一位校
长，全都在一线”，年年都被学校评

为“优秀班主任”的李新喜说，站在
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是自己感觉最
幸福的时刻。

2015 年送走的那届学生毕业
时，家长们瞒着李新喜弄了个毕业
典礼。夏夜的农庄里，熊熊篝火燃
起，每个学生手拿一束鲜花，逐个走
到李老师面前，送花，拥抱，再说一
句心里话，让孩子们的“李妈妈”哭
得稀里哗啦。

“不知怎的，我就想起了 80 岁
的父亲。”退休了20年，父亲李萼辉
炫耀学生也炫耀了 20 年。“广州工
作的谁谁，已连续八年回娄底看我
啦”“北京工作的谁谁，专程接我和
老伴儿去北京游玩啦”“今早散步遇
到 谁 谁 ，一 定 要 请 我 吃 早 餐
啦” ⋯⋯父亲不厌其烦地向身边
的亲朋好友炫耀着，80 岁的人，眉
飞色舞得像个孩子。

李新喜就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后
的自己，陶醉在一声声“李老师，我
是你的学生”中。

传承五代的教育“香火”
本报记者 赖斯捷

李广是西汉名将，陇西成纪 （今甘肃天水
秦安县） 人，他英勇善战，箭无虚发。时隔两
千年后，李广的绝佳射艺成为故里甘肃省天水
市公园小学传统射箭艺术社团的课程，仅仅四
年时间，该校“李广射艺队”在全国比赛中
143 人次获得冠亚军奖，拿下 12 个团体总分
第一，多次打破全国青少年组射箭纪录。

教练展凤玲是一名专业的射箭运动员，曾
获得过全国射箭冠军，取得国家级射箭裁判资
格，退役后成为公园小学的体育教师，每年都
应邀担任全国射箭比赛的裁判，2014 年秋
季，在她的倡议下，学校组建起了“李广射艺
队”，天水秦州射箭协会在公园小学挂牌成立。

刚开始因学校没资金就想办法买一次性输
液塑料管让学生练习基本功，学校“李广射艺
队”上、下午各训练 1 小时,假期还要抽时间
训练。据展凤玲介绍，小学生练射箭很枯燥，
看似练武功，其实是练耐心、练品质，初学者
依次练习站位和握弓、搭箭、勾弦、推弓、开
弓、满弓姿势、靠位、瞄准、撒放及后续连贯
动作，每一步都严格要求，循序渐进、稳扎稳
打，需要一个一个人教、一个一个动作地矫
正，反反复复地练习。

六年级 （2） 班学生葛赟三年级时被选进
校队，说起练射箭感慨很深：“进了校队训练
每次就是那几个动作，光拉弓就整整练了半
年，展老师反复纠正，觉得很枯燥。半年之后
老师才放手射了一个10环，当时有点激动。”

在 2015 年 9 月举行的第一届“秦州区
‘李广杯’国际传统射箭邀请赛”上，该校
“李广射艺队”包揽了青少年组所有奖项，蒲
凡、张旭瑾分别创造了全国青少年男子、女子
个人 20 米轮赛纪录。学校乘势在三至六年级
学生中组建传统射箭艺术社团，每周星期五下
午开展活动，同时将传统射箭纳入教学计划，
把每周两节体育课中的一节定为射艺课，组织
有关人员开发了具有校本特色的传统射艺文化
教材，作为常规体育课的训练内容广泛开展。

据估算，先后参加传统射箭艺术社团的学
生达到了 400 多人次，培养校队 80 多人，学
校和射箭协会还为全市兄弟学校培训体育教
师、射箭爱好者 200 多人，帮助秦州关子中
学、天水郡小学和天水南郭寺李官湾旅游景点
建立射箭俱乐部。

“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射箭运动员，
还激发了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学生体验
感受射箭艺术的魅力，综合素养有了明显提
升。”校长付红珍说起传统射箭活动给学校带
来的变化赞不绝口。

甘肃天水

传承射箭艺术
提升综合素质

特约通讯员 闫锁田

2012 年 12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
冒严寒来到阜平，看望困难群众，共
商脱贫之策。

一时间，包括阜平在内的燕山—
太行山连片贫困带走进了全国人民
的视野。在总书记的号召下，一场聚
焦“拔穷根”的京保教育扶贫协作行
动温情推进，“北京智慧”洒向了太行
山。

向政策要活力——
精准施策、强化统筹

时间的指针拨回两年前，2016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
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重新
调整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北
京市与保定等市开展结对帮扶。

在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帮扶安排
和统一协商下，保定市 8 个贫困县与
北 京 市 7 个 区 分 别 建 立 了 结 对 关
系。北京市区两级的资金、人才、资
源纷沓而至。

关系定了，钱也来了，但路要怎
么走？京保两地的扶贫人的回答是：
向政策要活力。

孙其军，挂任保定市委常委、副
市长，北京挂职干部保定临时党支部
书记，此前是北京市朝阳区主管教育
的区委常委、副区长。作为京保扶贫
协作保定市总牵头人，孙其军组织干
部开展研究，为京保教育扶贫协作落
地确定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明确法定程序。在《保定市
脱贫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中，用
单独一章强调教育扶贫，以法定程序
明确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等要求。
同时，出台《保定市教育扶贫攻坚行
动实施方案》《关于推进京保教育扶
贫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形
成了推动教育扶贫的完整政策体系。

——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
横向抓统筹，发挥京保扶贫协作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主体作用，从京保市级
层面建立了教育主管部门定期研究
机制和重点工作调度机制。坚持纵
向抓落实，推动建立了在保定市委、
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市县教育部门一
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专
门处（股）室负责实施，校长履行主体
责任亲自抓落实的工作体系。

——建立动态项目库。按照对
接充分、工作精准、务实高效原则，统
筹结对区县对接，精准提出需求和帮
扶项目；对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实行台
账式管理，逐项跟踪工作进展情况；
每月25日统计一次各项工作情况。

——完善考核体系。保定市委、
市政府将京保教育扶贫协作工作纳
入年终对教育工作的重要督导考核
内容。

从夯基垒台到立柱架梁，京保教
育扶贫协作的“四梁八柱”得以建立。

想群众所想——
精准需求、按需扶贫

翻开北京市朝阳区对口支援唐
县的教育帮扶清单看到，里面的项目
跨越领域广、涉及物品具体，从花塔
小学宿舍楼项目、川里小学饮水项
目，到 5 个深度贫困乡录播教室、13
所偏远学校手拉手北京名校等。

“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唐县急需的。”在朝阳区教委挂职
副主任的唐县副县长郭贺伟说。

在帮扶双方坦诚的交流之下，被
帮扶对象的需求一个个被精准识别
出来。优质的帮扶资源被精准滴灌
到了最薄弱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真扶贫、扶真
贫。”孙其军说。在按需扶贫的思路
指引下，京保教育扶贫——

聚焦学生的真需求，实施贫困学
生身心健康关爱工程，动用京冀扶贫
协作资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体检
和大病救治，撬动社会资本为学生提

供营养餐支持。
聚焦学校的真需求，实施校际协

作促进计划，采取学校间结对帮扶的
方法，一对一制定帮扶方案，目前京
保两地共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42 个，
联合办学10所。

聚焦地方的真需求，把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作为京冀扶贫协作资金重点
投入方向，自 2016 年以来，共投入
4000 余 万 元 新 建 改 扩 建 学 校 ，为
170余所学校购置了教育教学设备。

京保教育扶贫协作实现了从“给
什么要什么”到“需什么送什么”的华
丽转身。

专啃硬骨头——
精准靶向、以点带面

“我认为，我园的升旗仪式也可
变原先的行政安排式为班级自发
式。”在保定市曲阳县永宁幼儿园，刚
刚跟岗回来的后勤主任崔芳向全园
教师分享自己的培训感受。

在永宁幼儿园有个严格规定：每
次外出培训的教师都要向全园分享
感受，并提出1—2个可行性建议。

“很多教师评上了省市名师后，
进入职业瓶颈期，触碰到了事业的天
花板。”保定市教育局局长徐志清说。

那么对于身处“高原”的保定名
师而言，“氧气”在哪里？“北京的教师
专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名师的‘氧
气’是学习。”徐志清说。

为此，保定市教育局实施了典型
示范引领计划，协调京保两地合作建
立了 10 个名校长、名师工作室，重点
培养教学领头人，开展教学科研活
动，组织教育专家、名师开展讲座、公
开课、示范课40次。

以吴甡校长工作室项目为例，保
定市教育局组织 8 个贫困县的 20 名
校长参加工作室，自2017年以来，开
展活动 19 次，把广渠门中学的先进

办学理念辐射到保定 8 个贫困县，充
分发挥名校长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培
养了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优秀中青
年骨干人才。

进入新时代，教育扶贫面临中梗
阻：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
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孙其军看来，专啃“硬骨头”，
将会获得关键环节的突破，继而带来
整体性、系统性的变革。他说：“我们
要用三年多的时间，努力为保定贫困
地区打造一支留得下、带不走的人才
师资队伍。”

面对“硬骨头”，京保教育人迎难
而上——

深度贫困脱贫无路可循？京保
教育扶贫协作统筹帮扶资金分配，科
学编制下达年度帮扶计划，将帮扶资
金的 80%以上用于贫困村、贫困户，
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使贫困人口直
接持续受益。

贫困县教师没有学习机会？实
施教育人才培养计划，专门针对学校
校长、特级教师、青年教师、德育教
师、骨干教师、班主任和特教老师，分
门别类开展培训。

扶贫与扶志难结合？成立北京
市挂职干部保定临时党支部，健全党
组织形式，用党建的力量推动扶贫工
作；同时，选派保定 8 个贫困县的优
秀教育干部 34 人，赴北京 7 个区教
育行政部门挂职。

⋯⋯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定位、优势互补

当北京老校长下乡东城支教团
来到阜平，了解到石猴小学和谷家庄
小学音乐教学的困境后，音乐特级教
师付宝环就立下军令状，每次来阜平
要给两校的孩子上一节精心准备的
音乐课。

在支教的近两年时间里，她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还为两所学校谱
写了校歌，学校第一次有了合唱队。

北京“老校长下乡”活动2016年
3 月启动，成效显著，共授课 104 次，
主持开展教研活动 79 次，成为河北
阜平教育一张亮丽的名片。

“经过各位老校长的指导帮扶，
阜平 5 所学校教师队伍水平建设都
得到有效提升。”保定市教育局副局
长赵建民说。

而这种受益也绝不是单向的。
在阜平县职教中心支教的北京一五
九中学赵彤老师坦言，“来到贫困山
区、革命老区支教，无疑是一次洗礼
和熏陶，使我也更加认识到了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就是在扶贫协作的推动下，京保
教育双方的优势实现了互补，扶贫有
了可持续性。而在职业教育领域这
种互补效应更加凸显。

北京市教委对口支援与区域合
作处处长王力志介绍说，我们开始实
施保定职教学生北京访学“五个一”
计划，即培养一批学生、建设一支专
业师资队伍、做强一个专业、建造一
个创新创业基地、就业一批学生。

此项计划旨在邀请保定 8 个贫
困县职教学生来北京实习访学半年，
从而提升技能、丰富实践、促进就业。

不仅仅是访学活动，8 个贫困县
的职业院校也与北京相关学校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合作，签署协议
21个，10所学校开展联合办学，21所
学校共187名教师开展了教师交流活
动，共同建立各种合作平台56个。

京保携手以来，参与结对的北京
学校 61 所，帮扶保定学校 57 所，投
入资金 4000 多万元，逐步实现全学
段全覆盖。累计助力受援地区5.7万
人摆脱贫困。

2018 年，北京帮扶的保定 8 个
贫困县中河北省易县实现整体脱贫
出列。

来了北京“亲戚”靓了太行教育
——北京—保定教育扶贫协作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禹跃昆

近日，浙江省义乌市胜利幼儿园、
大陈镇中心幼儿园相继突发孩子全身抽
搐、失去知觉事件，幸运的是这些情况
都被老师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得以化
险为夷。经济开发区学校王菊华老师因
意外导致骨折，但她坚持坐着轮椅回校
上课。

“这些孩子都是幸运儿，碰到细心、
有责任心的好老师！”“这位老师妈妈是
教育界的楷模！”⋯⋯这些事迹推出后，
家长们纷纷留言，为好老师点赞。

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义乌市教育系
统的重点工作，而师德师风建设又是重中
之重。义乌市教育局通过多形式、多角
度，营造为“好老师”点赞的社会氛围，让
教育正能量引领教育生态健康发展。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消息，迅速联系
学校核实信息，第一时间通报各家媒体，
马上兵分两路开战，一人留守办公室编
发公众号，一人奔赴学校深度采访⋯⋯
2018年，义乌市稠州中学教育集团丹溪
校区金晓珍老师紧急家访救下学生一家
四口的事迹就是在这样紧锣密鼓又有条
不紊的推进中发酵。

自义乌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义
乌教育之声”推出首篇报道后，义乌、金
华、省里相关媒体也随后跟进。“义乌教
育之声”回应读者关切，有节奏地推出5
篇后续报道及评论，助推该事件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随后，央视财经频道和新闻频
道均对此进行了报道。金晓珍老师先后被
评为义乌市、金华市最美教师，浙江省三
育人先进个人。这一事件也是义乌教育宣
传应急运作的一次实战练兵。

早在2006年，义乌市教育局就成立
了教育宣传组，并于2015年开通了官方
微信公众号，专业解读教育政策、讲述教
育故事、传递教育好声音。2018年，“义
乌教育之声”讲述了近70个教师故事，其
中20多个故事又在各级各类纸媒刊发，
有力地助推了正能量的传播。

自 2014 年起，义乌已连续评选了
5 届“最美教师”。每年教师节前后，
市委市政府都会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隆
重表彰“最美教师”，在当地纸媒上出
专版展示“最美教师”事迹，在电视台
播出庆祝大会盛况。2018 年底，义乌
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示范学校和师德标
兵评选活动。2019 年初，义乌市教育
局掀起了师德师风建设大讨论的浪潮，
各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思考如何做
一名新时代的“义乌教育答卷人”。

一片“生长”美丽
教师的土地

通讯员 龚琴娟

临近中午，阳光灿烂，浓雾退去，江西省鹰
潭市余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的孩子们跑到操场
上，校长章站亮笑眯眯地站在那儿等着他们。

“校长，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孩子们迫不
及待地问。

“牛骨煮粉丝。”章校长乐呵呵地说。
“哇，太好了！”孩子们兴奋地跳了起来。
简单分工后，孩子们纷纷散开，一会儿，

他们七手八脚地从厨房里抱来枯枝败叶，在章
校长的引导下，他们点燃了灶火，牛骨熬好
后，章校长耐心地指导他们把粉丝放进锅里，
教他们用勺子不断地搅拌。20 分钟后，一大
锅牛骨粉丝煮好了，孩子们拿着碗按顺序排好
队。章校长用勺子均匀地分到孩子们的碗里，
最后把剩下的牛骨分给年龄小的孩子后，随后
自己也盛了一碗，和孩子们边吃边聊。

日前，余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校长章站亮
和 25 个留守孩子一起做饭吃饭的视频在网上
迅速走红，短短几天有数百万人点击观看，已
经获得网友数万点赞和数千条评论。

黄泥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全校五个年级
25 名学生和一个校长，章站亮是 2018 年 9 月
担任该校校长的。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
自己到街上买菜，中午把锅灶搬到操场上和孩
子们一起做饭炒菜。天气晴朗的日子，章校长
利用劳动课带领孩子们到附近山上捡柴火，有
时他开车把锅灶搬到山上和小河边，在大自然
的怀抱里给孩子们现场做饭炒菜，吃了饭，章
校长给他们讲些有趣的故事，组织他们开展丰
富多彩的游乐活动。

教育无处不在，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劳动技
能，章校长和孩子们分工合作，每天他负责切
菜、炒菜，孩子们有的提水、有的洗碗，边聊
边操作。为了让孩子们吃得好，章校长这个

“校长爸爸”十分辛苦，每天更换花样：煮年
糕、包包子、排骨煮玉米、鱼头炖豆腐⋯⋯

谈起视频蹿红的事，章站亮觉得很意外，
由于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外务工，他最初的想法
就是想弥补孩子们缺失的爱，自己平时喜欢做
饭炒菜，心想何不用做点营养餐给孩子们吃
呢？在做菜过程中让他们也加入其中、乐在其
中，体验家的温暖。为了让家长们看到孩子在
学校的生活情况，从2018年11月开始，他把
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做饭吃饭的快乐视频用快手
传播到网上，以此来慰藉家长的思念之情。

很多网友表示要无偿捐助孩子们的营养
餐，他说，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小事，为了孩
子们，他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给孩子们加营养
餐用不了多少钱，目前不接受网友的捐助。

25个留守学生的
“校长爸爸”

通讯员 吴小街

■基层实践

■基层创新

■重点关注

■基层故事

山西省临汾市曲
沃县高显镇五庄小学，
位于全省闻名的书法
之乡。该校利用身边
丰富的“墨品”教育资
源，在推进硬笔、毛笔
书法进课堂，当地书法
名家进校园的同时，将
师生和名家作品布置
校园，营造了汉字书写
教育的浓厚氛围，彰显
了“弘扬书道、书字立
人”的办学理念，创建

“墨品”特色学校。
图为曲沃县书法

家许刚在义务指导学
生练习毛笔书法。

本 报 记 者 鲍 效
农 摄

书法之乡的
“墨品”校园

■看基层

■一线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