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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我在陕西省千阳县文
家坡乡新文中心小学做教导主任。
全县开展普及六年初等教育活动，
我被抽调到乡里协助教育专干工
作。创建的一项硬性指标要实现

“一无两有”，即“学校无危房；班
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木制课桌
凳”。

我和文教专干成岗老师先到各
校摸底，全乡 9 所小学全是土坯
房，不少窗户没有玻璃，危房用木
头顶着，低年级学生多数趴的是土
台子，被形象地称为“黑屋子、土
台子、泥孩子”。全乡100多名教师
一半是民办教师，有的穿戴连农村
人都不如。

乡政府把文件下发后，我俩每
天到各村去督促落实。村干部都觉
得是好事，但说到钱就发愁。在我
们的动员下，各村按人头征收建校
款，有 3 个村盖起了几间砖木结构
的教室。新文村党支部书记李天才
是上世纪60年代受过周恩来总理接
见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和校长商量
后，把校园十几棵杨树伐下来做木
料，把土坯教室全部改造成了砖房。

乡里把学校的实验仪器和教具
的添置任务派给了学校，各校组织
学生采集洋槐树种、收集废书，用
卖的钱购买了一些设备。这样经过
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全乡终于通过
了省里验收。

1998 年，千阳县要完成普及九

年初等义务教育任务。此时，我已
在县城的启文小学任校长。这次创
建的资金来源除了财政补贴外，要
求多渠道筹措，保障校舍建设坚
固实用。只是由于进城务工人员
增 加 ， 大 班 额 问 题 一 时 难 以 解
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群众初
步摆脱了贫穷，办学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文家坡乡有 6 所村小盖起
了 教 学 楼 。 许 多 村 为 了 筹 措 资
金 ， 发 倡 议 书 ， 召 开 捐 资 大 会 。
我的老家利用赶庙会的机会，请
来县剧团唱大戏，给捐款的人披
红戴花，我和在外工作的每个人也
高高兴兴地捐了500元。

2017 年，千阳县完成了义务教
育发展均衡县的创建。这时，我已
在红山中学任了12年校长。这次创
建全县没有向群众要一分钱，资金
全部来自上级项目和县财政的支
持。县里投资8000万元，在西新区
新盖了小学。利用棚户区改造的机
会，启文小学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彻底解决了困扰城区小学20多年的
大班额问题。

我校争取到了 1000 万元项目，
建起了体育馆；还筹措资金建起了
监控室、电视台，给30个教室安装
了电子白板。我工作过的文家坡乡
中小学、幼儿园，教室装上了空
调，校园铺上了草坪，与城区学校
的条件毫无二致。学生吃上了免费
的营养餐，教师享受生活补贴。

我一个亲戚每月多拿 700 多元
的乡村教师津贴和生活补助。我问
他还想不想回城，他还开涮起了
我：“回来干啥呀？我是死心塌地要
在农村学校好好干一辈子。”

（作者单位：陕西省千阳县红山
中学）

我经历的三次教育创建活动我经历的三次教育创建活动
周玉彩

20 年前，我成为一名农村教
师。当我第一次走进农村学校教室
时，发现学生六十几人挤在一间30
多平方米的教室中，而且由于窗户
小，白天教室里也昏暗得很。

20年了，我始终待在同一所农
村学校。现在，一座漂亮的三层大
楼矗立在校园里，楼门通道两侧的
一副大对联“门前正道，行可通远
方；校内严师，亲可知真理”，格
外引人注目。

这座综合楼，是国家实施“全
面改薄”工程的成果，改善了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它是
学校最美的大楼，也是放飞师生梦
想的地方。在这座大楼里，不仅有
学生上课的教室，也有教师办公
室，还有书法室、美术室、音乐
室、微机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功能
室。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提升人的书写技
能，也能提升人的综合素养。学校

依托“改薄”大楼，开发书法特色
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楼
里有一个教育均衡发展资料展示
室，有两本书法校本教材集中体现
了“文化育人、书法育人”教育教
学的探索和成果，其中一本名为

《在亲近书法中成长》。
走进书法教室，作品挂满了四

面的墙壁，有的纤细秀丽，有的气
势磅礴。有人来参观看到学生练习
书法，也情不自禁拿起笔练了起
来，临走时还要与学生和书法作品
合影留念。

学生们在书法室练习书法，个
个站姿规范自然，双腿自然分开，
与肩等宽；身体挺直，双肩等高；
右臂悬肘悬腕，轻快运笔，左手轻
按纸张。他们个个写得有板有眼，
入规入矩，起笔逆势藏锋，大小适
中；运笔稳健流畅，节奏分明；顿
笔舒缓有力，轻重得当；落笔不急
不躁，干净利落。他们的书法作
品，笔笔有出处，字字有讲究，幅

幅有章法。
来到教师办公室，这里也是墨

香芬芳。墙壁上，张贴着“学以致
用”“修身养性”“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等书法作品；
办公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教师
们在完成备课、批改作业之后常常
练习书法。教师们常说：“要让学
生有文化气息，首先要让自己成为
一个文化人。”

农村教育的发展真快啊！农村
学校从软硬件不齐发展到规范化办
学，再到特色办学，充分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我们农村教师将不忘初心，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开展各项教
育教学活动，积极开发特色课程，
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而不懈
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作者单位：甘肃省甘谷县土
桥初级中学）

在在““改薄改薄””大楼中追梦大楼中追梦
裴永林

又是一个假期，我回到了遥远
的家乡。

也许是离开得太久了，客车刚
到村口，我就下了车，想沿途看
看。我拉着行李箱，走在曾经熟悉
的小路上。国家实施了乡村柏油路
改造工程，从前的泥泞小路已经变
成了柏油路。

一群孩子，背着各色的小书包
迎面走来。我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山
间的岩石。就在这进村小路的对面，
是一面白色的岩石，岩石的下面有
一片较为空阔的区域，是我们村若
干年来的学校所在。那时，老人们在
山上砍来树木，开一下木面，几根木
条一支，就成了桌子、凳子，祖辈
和父辈都在上面读书写字。

到我读书的时候，乡里已经开始
规划要修建学校了。一年后，学校的
教学楼基本完工，我们不用再走去岩

洞的泥泞小路，直接到新的教学楼里
上课了。虽然楼里还有些玻璃没有安
装，有些工程仍在施工，但已经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无限的幸福。

后来，我随打工的父亲离开家
乡，到深圳求学。一晃几年过去，
我进入高中阶段，决定回到家乡，
为参加国家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
做准备。

内心里，一边是对人生美好的
憧憬，一边是对家乡教育的忐忑。
当我走进纳雍县第一中学，心中豁
然开朗。

这是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占
地 250 余亩，花园式的校园，功能
齐全的现代化学校。这里有省、市
级名师、骨干教师，培养出了考上
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学生，学校
的 5000 多名学生自由、活泼地学
习和生活着。我为我贫困的家乡能

够拥有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学校而感
到无比的自豪。

一年过去了，我对家乡教育有
了更加直接的认识。如今，纳雍县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了贵州省政
府合格验收，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
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看着农村
学校里标准化的多媒体教室、录播
室、图书室⋯⋯我真为家乡教育的
发展感到骄傲。

走在进村的小路上，我思绪万
千，走过曾经的岩洞，我万千思
索。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家乡
的教育走在了前面！

不觉走进了家门，放下行李，
转身看着远去的岩洞，我不禁脱
口而出：“别了，岩洞！”

（作者单位：贵州省纳雍县第
一中学；指导教师：王静，贵州省
纳雍县第一中学）

家乡的教育走在了前面家乡的教育走在了前面
郭起松

故事得追述到20多年前：
南国金秋，美丽的夕阳斜照在

广袤的大地上，晚霞映红了山村校
园的篮球场。场外四周的野菊花举
起雪白的小喇叭，向着长空吹奏着
生命之歌。校园内，一群群天真活
泼的小学生进行着篮球比赛。张老
师拄着拐杖，给小朋友们做裁判。

张老师个子不高，一米五六，
微微发胖的脸，浓浓的眉毛下面一
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头花白的短
发衬托出他的忠厚和仁慈。他有一
条强壮的右腿，而左腿在 10 年前
一次抢修学校危房时不幸失去。当
时，他从 10 米多高的屋顶上坠落
下来，住进县人民医院 7 天后才苏
醒过来。左腿脓烂，只能把膝盖以
下全部截去，他才保住性命。从
此，张老师靠一根木杖支撑着身
体。

他仅靠着右腿和一支圆木棍，
整天站着为孩子们上课。板书时，
他用拐杖撑地，右腿离地，身体迅
速一转，转向黑板，写完了粉笔
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

台。
他讲课有声有色、抑扬顿挫，

语文、数学、科学、思品、音乐、
体育、美术等，样样精通。他所教
班级成绩在全镇乃至全县都名列同
类学校前茅。他说，这些成绩是学
生、家长和社会共同努力和支持的
结果。他常常鼓励学生要顽强拼
搏，才能战胜一切困难，走向充满
希望的未来。

他家四代同堂，共 7 个人，上
有 80 多岁的双亲，还有一个正上
大学的孩子。只凭他有限的工资，
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可他总拿出一
部分工资来接济特困生，为他们购
买文具和生活用品。而他的腿每逢
天旱或下大雨时，就会感到隐隐酸
痛，却总说“能挺过去”。21 年
来，山村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张老师的儿子张志 2000 年大
学毕业，依然选择了这所山村小学
当 一 名 教 师 。 镇 中 心 校 校 长 说 ：

“ 年 轻 人 志 在 山 村 小 学 ， 难 能 可
贵！张老后继有人！”

张志被任命为校长，与父亲联

手大干了一年，学生人数从 40 多
人到了 100 多人，成绩也渐渐好了
起来，他们深受家长、学生的信任
和爱戴。

第二年开学初，学校竟然有了
150 名学生，镇中心校也相应增加
了 6 名教师。近年来，学校被评为
县级 10 所村示范学校之一，还被
自 治 区 评 为 “ 常 规 管 理 优 秀 学
校”。张老师这才放心地“退休”，
而早在1997年8月，他已办理了退
休手续。

如今，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
教育均衡发展的春风下，很多到县
城就读或到省外就读的学生纷纷回
流，人数达到 200 多人，教师发展
到了 13 名，学校成为一所寄宿制
学校，寄宿学生达到82%。

这里的教师们依然无怨无悔、
脚踏实地地工作着，成为托起边陲
教育的“红太阳”！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
靖西市龙临镇龙显教学点）

托起边陲教育的托起边陲教育的““红太阳红太阳””
赵永红

“不是⋯⋯而是⋯⋯这怎么造句
呢？”10 岁的儿子在书房里喃喃自
语。“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儿子
话音刚落，年近七旬的爷爷便站出
来，声如洪钟，替孙子如此造句。全
家人都笑了。谁不晓得，父亲引用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讲话中的“金句”。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这辈子最
大的遗憾莫过于没有上过大学。从我
读书起，他就一直在我耳边唠叨，希
望我能好好读书。可天有不测风云。
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父亲上山砍柴
不幸从山崖跌落。又到开学，父亲拄
着拐杖，赶着家里一头圈养的才 50
多斤的猪到镇上低价贱卖，他要急用
这钱供我上学啊！

勉强撑完小学，我以优异成绩收
到山外初中的录取通知书，而父亲却
眉头紧锁。第二天，初中校长来了，
他对父亲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
所有学生都得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还
免除学费。这一消息无疑令人喜出望
外，父亲激动地说：“我儿有福气
了！”

就这样，我顺利念完了初中。毕
业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师范，一毕业即可参加工
作。当我将第一份工资交给家里的时
候，本以为父亲会眉开眼笑，哪想到
他沉默了许久：“这钱你自己留着，
要是我身体好，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兴许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故
作轻松地说：“我正在参加自学考试
呢，这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
照样可以取得大学学历。”父亲苦笑
了一下，连声说这个政策好。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心底一直希
望我能读高中，再考取大学。上大
学，这曾是他的教育梦啊！我听人说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连夜步
行上百里赶到县城，他也想去报名。

记得 2001 年的一天，父亲专程
来到我的学校，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
巴的报纸：“你看，高考放宽年龄限
制了，你也可以再参加高考了，再说
现在大学扩招让更多人有了机会，你
赶上了好时代。”父亲带来的这一消
息还真“电”中了我的心坎。那时我
已取得自学考试的专科学历，正想再
去读个本科。

知识改变命运，梦想就要拼搏。
如今，我早已走出大山。我的那张大
红的大学毕业证被父亲复印后恭恭敬
敬地摆放在老家。他常常对着那张毕
业证发呆半晌，禁不住老泪纵横⋯⋯
父亲逢人就讲：“养儿不读书，对不
起这个好时代啊！”

前些日子父亲来电，试探着说：
“现在咱们乡下的学校跟城里学校一
样，大操场、大电视，娃儿们的早餐还
免费提供鸡蛋。国家重视咱农村教育，
你看，你二叔还上了农民工培训学校，
开挖掘机挣大钱哩⋯⋯只是——”说
到这里，父亲欲言又止。

原来，父亲是想动员我响应国家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号召，回家
乡去支教一段时间啊！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龙盘
湖国际学校初中部）

父父亲的亲的
教教育梦育梦

李爱群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爷爷
曾是一名乡村教师，家里几个叔
叔、婶婶也都是中小学教师，我现
在是一名幼儿教师。时间砥砺信
仰，岁月见证初心。我家几代人的
教育经历，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教育事业的巨大变化。

我的故乡位于鲁西北。几十年
前，村南的一排土坯房就是村里的
学堂所在地。房子十分简陋，教室
里大多是石桌子、石凳子，很少能
看见几根木板凳。

我爷爷17岁中学毕业后，开始
到此教书。一到冬天，呼呼的北风
往教室里灌，爷爷就到处去找破木
板挡风。每次回家，他的背包里都
装满了学生的作业。黑板是木制
的，上面用墨汁涂黑，粉笔质量很
差，常常一写就断，爷爷经常把断
了的半截儿粉笔捡起来存着再用。
条件太差，学校没有钱置办像样的
教学用具，爷爷开动脑筋自制简易
教学用具。教室不够，几个年级的
学生会共用一间教室。那时，农村
学生能考入乡里的初中就是很光荣
的一件事。谁家出了高中生，就是
全家乃至全村人的骄傲。

1995 年，我的叔叔从德州学院
中文系毕业，回到我的家乡做了一
名乡村小学教师。在明亮的大砖房
里，他开始了教学生涯。刚参加工
作的叔叔，扣除社会保险后每月工
资几百元。那时的黑板已经升级为
推拉黑板了，方便了许多，彩色的
粉笔可以自由使用。教师大多是全
能型人才，教学可以兼任数门学
科。遇到学生成绩下降或偏科情

况，叔叔会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义
务补习。用心的付出，换来的是桃
李满天下。其实，我清楚这样的

“好人缘”背后，是叔叔对学生、对
教育事业无怨无悔的付出。叔叔现
在年纪大了，尽管他的青春越走越
远，但受他的教育影响的人却越来
越多。

时光荏苒。教育的一切都在向
更好的方向变化和发展。如今，我
和孩子们坐在窗明几净、多媒体教
学设备齐全的教室里学习、玩耍。
幼儿园设施硬化、户外绿化、环境
净化、氛围温馨化，音乐室、舞蹈
室、图书阅览室、科学发现室等各
种功能室一应俱全，越来越多的网
络课堂、教育云平台、“互联网+”
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改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
仰。回想教育事业的变化，我觉得
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
作为教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初心
没有改变。爷爷已逝，但祖辈教育
家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信念依
然坚定。我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
继续和千千万万的教育同仁一起，
始终不忘初心，在新时代继续奋
斗，努力开创教育事业新天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条件艰苦时，
要学会苦中作乐、坚强不息；在条
件改善时，要学会自我学习、快速
成长；在条件优越时，更要紧跟新
时代步伐，不断奋斗，创造属于我
们教师的新时代荣光！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
区双杨镇双沟中心幼儿园）

教师世家话教育教师世家话教育
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