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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么苦，快乐的事情有很多。
只是你没有来，你没有去体验。最缺的
是真正愿意安心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愿
意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乡村学校的人。”
湖北省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小学教师
蔡明镜说。她 2015 年大学毕业，通过丹
江口市教师招聘来到龙山镇彭家沟小学
任教。因为长相甜美和偏远乡村教师的
双重属性，让她在网络上意外走红，荣
获“马云乡村教师奖”。

丹江口市一直存在乡村教师紧缺的
现象，2012 年启动教师招聘工作，采取
了多项举措，鼓励大学生来到农村，扎
根基层。很多像蔡明镜一样的青年教
师，正逐步成为乡村学校的主要力量。

完善补充机制，让更多大
学生到农村去

为了能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到
丹江口市乡村学校任教，丹江口市政府
每年组织教育、人社、编办等部门到本
地高校和周边地区高校进行实地宣传，
介绍招聘优惠条件和待遇情况。同时，
降低报考条件，把乡村小学招聘的学历
条件降到师范类专科毕业生，对乡村初
中招聘的年龄要求放宽到 35—40 岁，
对师范类本科毕业生的年龄要求放宽到
35 岁，对硕士研究生的年龄要求放宽到

40 岁。
自 2012 年 以 来 ， 先 后 招 录 教 师

779 名，学前教育招聘教师全部充实到
乡镇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招聘教
师除 2017 年和 2019 年为城区新建学校
列少量招聘计划外，全部充实到了乡镇
学校。

据习家店镇小学负责人介绍，该校
现有 76 名在职教师，其中新招录的年轻
教师45人，占比达59％以上，是目前丹
江口市年轻教师最多的学校。

保障地位待遇，让乡村教
师留得住

想留住教师，如何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提高乡村教
师待遇，丹江口市按山区 162 元、库区
135元、公路沿线108元每月的标准，为
乡村教师发放农村津贴；2014 年，丹江
口市开始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其
中镇中、镇小学每人每月 300 元，村小
和教学点每人每月分别为 400 元和 600
元 ， 骨 干 教 师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600 元 ；
2015 年增加了乡镇工作补贴，每人每月
300 元。2014 年以来，统筹财政资金，
累计为乡村教师发放补贴 6165.74 万元。
同时，在教师职称评聘方面，免于参加
水平能力测试，对发表论文不作硬性规
定，指标分配方面坚持向乡村教师倾斜。

在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基础上，全
市乡村学校建设教师周转房，让交流的
教师有一个安心的家。截至目前，全市

共投资 2965 万元，建设教师周转房 564
套共 19740 平方米，屋内生活设施齐
全，交流教师可随时入住。

“乡村教师周转房成了名副其实的
‘安心工程’。”茯苓小学的章荣林老师
说，“在这里，我认识了同到农村工作的
教师朱婷婷，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周转
房成为了我们的婚房。”

近年来，丹江口市新招聘教师中，
女教师占 80%以上，加上乡村教师人际
受限，平常忙于工作，部分年轻教师个
人婚姻问题受到教育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解决这一问题，丹江口团市委、妇
联、工会等部门多次组织青年人才联谊
会，为单身青年教师搭建交友平台。为
解决新教师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丹江口
市教育局根据教师个人申请情况，安排
进入同一所农村学校任教。

提升能力素质，让乡村教
师教得好

“要想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除了保障待遇地位，还必须关
注他们的专业成长，让他们体验职业的
幸福感、成就感和荣誉感。”丹江口市教
育局副局长刘文远说。

近年来，丹江口市整合教师培训资
源，筹措 1000 多万元用于教师培训，搭
建市级、片区、学校三级研修网络平
台，为全市教师提供全学段、全学科的
网络资源，并设置学科工作坊坊主和学
科小组长，负责教师线上答疑和线下研

修。2018 年，丹江口市出台 《丹江口市名
教师、名校长“双成长”工程实施方案》，
持续深入开展“修德提能笃行”教育实践
活动。同时，成立了 10 个名师工作室，建
立“三级名师”（校级、协作区级、市级）
人才库，吸纳全市各地、各学段、各学科
的教师参与，着力培养骨干教师、卓越教
师、教育家型教师。

“在彭家沟小学，我待得很安心。现在
的交通条件好了，丹江口环库公路打通
后，我到城区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蔡
明镜说，“更重要的是，乡村教师的成长越
来越受到重视，每年我们都会有很多机会
外出学习，个人成长很快，教学水平提高
了，我也成长为丹江口市‘三级名师’候
选人。”

“自参加教育工作以来，我一直在农村
学校任教。我看到了农村孩子对知识的向
往，看到了农村教师的执着，看到了农村
教育的希望⋯⋯”这是习家店中学的教师
杨姗姗在 2018 年丹江口市教育局举行的师
德报告会上的讲话。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的杨姗姗，选择了到乡村教
书，成为丹江口市义务教育阶段唯一一位
研究生教师。从教以来，杨姗姗因成绩突
出，先后荣获“丹江口市十佳公仆”“荆楚
楷模”“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年轻教师的努
力，我们要想教师所想，解教师所忧，提
高待遇，关爱他们，为他们保驾护航，让
这些年轻教师留在农村，发挥他们的价
值，为农村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丹
江口市教育局局长胡恩中说。

下得去 留得住 教得好

丹江口年轻教师开心任教在乡村
特约通讯员 张伟 张富涛

特别关注

■基层实践

日前，临沂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下午
茶”如约而至，前来做客的文学院张国伟
教授，以 《大道至简——中国传统文化巡
礼》 为题，和同学们一起循着中国传统文
化脉络，尽情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现场气氛轻松活泼，周教授有启有发，同
学们有问有答，不知不觉度过了两节课时
间。

“教授下午茶”是音乐学院落实学校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要求，充分利用第二课
堂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旨在建
成更加开放灵活的教学平台，努力使不同
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
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
育，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

“教授下午茶”就设在音乐学院二楼
西南角。一间不怎么大的教室，内有排列
成弧形的十几套桌椅，半围着一长一圆两
张桌子。进门迎面墙上挂有一牌匾：教授
下午茶。平时这里寂静安宁，偶尔有几个
学生在此自习，只有在“教授下午茶”时
刻，才有十几个学生在这里聆听教授讲
课，与心仪的老师谈经论道，自由交流。

音乐学院“教授下午茶”于 2018 年
1 月启动，每月一期，一年 12 期为一
季。第一季主要邀请音乐学院教授来与同

学们聊聊专业学习。曾做客“教授下午
茶”的著名笛子演奏家陈建国教授，是临
沂大学大学生敦煌民族管弦乐团的指挥，
曾带领乐团多次出国交流演出。他说，

“我把那次课定为‘管中窥乐’，是想通过
讲讲笛子的‘上下五千年’，一同欣赏一
些传统笛子名曲，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
音乐和乐器的魅力，借此树立我们的文化
自信。”

每位来 做 客 的 教 授 都 做 了 精 心 准
备，妙语连珠，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音乐学院 2016 级艺术管理专业的王
玉萍同学就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节课
必到，在这里遇到了最热爱的闫妍老
师。“听了她的课才知道怎么样有意义地
度过自己的青春。”闫老师的话一直激励
着她，让她牢记“不负青春不负己，世
上有两种光芒最耀眼，一种是太阳，一
种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教授下午茶”第二季拓展了讲授内
容，邀请其他学院的教授来讲课，增强其
开放性。李树军教授，教育学院心理系主
任,兼临沂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主任。他说：“我那节课主要是与
同学们交流了如何管理情绪。我很喜欢音
乐学院这个开放式平台，在这里讲课，打
破了专业限制、学科限制、学院限制，可

以更好地科普心理健康知识。”
临近毕业季，许多毕业生面临择业就

业困惑，音乐学院就及时举办了几期“校
友下午茶”，作为“教授下午茶”的延
伸。秦鹏楠是临沂大学音乐学院 2005 届
声乐专业毕业生，获 2012 年国际声乐比
赛金奖，是临沂人心目中的“临沂帕瓦罗
蒂”。他以“我与学弟学妹说句心里话”
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许崇波说，“教授
下午茶”作为开放式的第二课堂，目的是
为师生营造一个面对面、惬意自由的互动
交流空间，让学生与教授零距离畅谈理
想、共话人生。第三季，我们打算邀请一
些外校的知名教授，让“教授下午茶”也
走出去，打造第二课堂品牌。

近年来，临沂大学为更好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第二课堂育人模
式，不断丰富第二课堂内容，让第二课堂

“活起来”“火起来”“亮起来”。除了“教
授下午茶”之外，还出现了“第一书记助
手”“云飞支教队”“临大之音”等一批创
新性第二课堂。这些课堂或以理论讲授为
主，或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见长，或以支
教社会实践为特色，有效提升了第二课堂
育人效果，成为学校育人模式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临沂大学音乐学院搭建开放灵活的教学平台

“教授下午茶”开启第二课堂新模式
特约通讯员 房霞

■基层速递
本报讯 （记者 尹晓军 郑芃生

李澈 通讯员 白宏） 每周四下午，是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渭州学校七年级学
生陈宇轩的最爱，他可以和小伙伴们尽
情地徜徉在科技实验室，探寻宇宙的奥
秘。和陈宇轩一样，渭州学校的3700多
名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社团，每
个人都会一门“手艺”，这是该校探索实
施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渭州学校始建于 2012 年，是在原
陇西县三中旧址上新建的九年制学校，
位于新旧城区交汇处。“刚建校时，可
以说是‘一穷二白’，没有老师，没有
学生，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办公桌和学生
桌凳都没有。到秋季开学时，想尽办法
才 ‘ 凑 了 ’ 19 个 教 学 班 1030 名 学
生。”谈起当时的情况，校长郑国栋仍
记忆犹新。

教师有了，学生有了，但学校面临
着又一难题：新招学生 68%以上是农
村留守儿童，习惯养成较差；80%以上
教师从农村学校选调而来，水平参差不
齐。

何以立校？何以生存？何以发展？
这是当时郑国栋和班子成员思考最多的
问题。“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生命成为
最好的自己，应该给每个人最大的发展
空间，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 ， 促 使 其 形 成 良 好 个 性 和 健 全 人
格。”郑国栋说，在深入调研、多方听
取意见建议之后，学校提出了“多姿多
彩 自由生长”的办学思路，推进实施
生命教育。

在“多姿多彩 自由生长”精神内
核引领下，学校突出“学生以发展为
本”“教师以学生为本”“学校以教师为
本”办学理念，注重让学生养成安全、
健体、安静、卫生、阅读、思考六个行
为习惯以及好好用餐、健身、学习、审
美四种生活方式。同时，各个年级尝试
文化课与行为习惯的综合评价，将重心
从注重阶段教学成绩的评价转移到关注
学生成长的过程，开设了 80 多个社团
供学生自由选择，每一名学生都找到了
自己的兴趣着力点。

在教师成长方面，学校坚持研修并
举、教学相长的原则，通过“站得稳、
走出去、有成就”的“三步走”策略，
让每一位教师找到专业自信，极大调动
了教师积极性。从刚进校时默默无闻的
乡村教师，到迅速成长为一名专家型名
师，再到 2015 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和
全国优秀班主任“双荣誉”，陈丽英教
师的成长是渭州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学校还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共
建了 15 个社会教育实践基地，每周安
排 2—3 个教学班深入基地，引导学生
走进社会、认识社会，走进自然、认识
自然，培养综合实践能力。学生在作文
中深情地写道：“让我这个一直生活在

‘温室’中的孩子，见到了从未见过
的，体验了从未有过的生活，原来，外
面的世界还有这么多奇妙的现象！”

陇西渭州学校

每个学生都找到了
兴趣“孵化器”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2016届毕业生谢邦伟，毕业后返回家乡福建省建宁县濉
溪镇创业，近年来投资200余万元，承包山地种植猕猴桃、黄桃、黄花梨等果树380亩，
杉木等经济树木510亩，林下种植茶籽树200亩。图为谢邦伟向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
院“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队员介绍果树的栽培与病虫害防治。 林响 摄

返乡创业种果树

■看基层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冯姣） 不久前，浙江
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王婧鹏和鲁
姣带着一个好消息兴冲冲地回
到学校，她们已经与上海百事
通法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就业协议，从事企业法务工
作。这也是该公司首次招聘的

“非诉”法律人才。
作为传统法学教学改革的

一个试点，早在 2014 年，浙
江财经大学法学院与浙江浙联
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了全国第
一个法学专业的“非诉法律实
验班”。该校副校长李占荣告
诉记者，非诉是指非诉讼法
律，不同于传统诉讼活动以纠
纷解决为导向，其目的在于用
法律规划经济活动，确保经济
行为的合规性，以防范可能的
纠纷发生。“这样可以大大减少
进入诉讼后所需的时间和金钱
成本，既规范企业行为又能减
轻企业负担。应该说，这一新
型的法律服务市场非常广阔。”

由于是全国首创的实验
班，无经验可循，该校法学院
探索了一条个性化的育人方
案。每年新生入学季，学院广
发“英雄帖”，欢迎各个专业
的学生前来报考。然后，通过
笔试、面试等多轮考核择优选
拔录取。“基本上每年报名有
一两百人，我们最终选出 30
人组班。”学院主管教学的副
院长李伟说。

实验班的专业课程设置则
在传统法学课程的基础上，新
增会计类、财务管理类等必修
课程，开设建筑房地产法理论
与实务、法律谈判与辩论、公

司法律实务、国际贸易法律实
务等实务课程。实务课程聘请
相关领域卓有建树的知名律师
进行授课，以使学生掌握第一
手的前沿资讯。

王婧鹏原是国民经济管理
专业的学生，进入实验班后就
感受到了不一般的“特训”。
她要学的课程比普通法律专业
的学生还要多，比如财务管理
类一般是选修课，而实验班安
排的是必修，且有 3 个学分。

“授课教师就是财务管理系的
系主任，课上知识量大，课后
作业多，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专业教师杨琴表示，“非
诉”人才不仅要懂得法律知
识，了解诉讼的流程。也要精
通“十八般武艺 ”，特别是
IPO、企业并购、破产重组是

“非诉”服务的主要领域，经
济类的知识必不可少。“这恰
恰也是我们一所财经类大学能
举办非诉实验班的原因之一。”

除了校内导师，学校还给
每名非诉班学生配备一位实务
导师。实务导师通常由知名律
师的高级合伙人担任，对学生
的暑期律所实践提供指导，提
高学生的实战能力。

据悉，五年来，非诉法律实
验班学生就业率为 100%，法
考通过率、出国率和考研率等
各项指标远远高于普通班的法
科学生，并多次获得浙江法律
职业技能大赛的大奖。李占荣
表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改革
的进一步深化，例如科创板的
开板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
专业的法律服务，“非诉”人才
将会拥有更为广阔的舞台。

浙江财大试水培养
“非诉”法律人才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黎
素玲 黎鉴远 记者 刘盾）

“加油加油！”近日，在广州番禺
区首届教育行政干部“钟声杯”
游泳比赛上，近 200 名校长下
水竞技。当天，90%以上的校
长通过测试，还没过关的校长
将后续“补考”。

“钟声杯”游泳比赛设置了
知识宣讲、技能测试等环节。
其中游泳技能测试是要求游
50 米，不擅游泳的校长在泳池
独立游 25 米也可过关。“我过
去会游泳，但是游不远，现在游
个100米也没问题了。”在备战

比赛过程中，番禺区化龙中学
校长沈文斌泳技进步很快。在
他看来，自己学会游泳后，就能
以更足的底气、更专业的水准，
示范引领学生们学会游泳，做
好防溺水教育。

番禺区还大力促进学校社
会联手筑牢防溺水安全墙。从
5 月开始，该区属地镇街村与
学校组成联防巡查组，在节假
日下午 1 时到 5 时重点时段，
对重点区域开展督查巡防。行
动开展以来，全区共组织近
2000 人次巡查力量，新增或完
善213个警示标识、护栏等。

广州番禺

全体中小学校长考游泳

本报讯 （记者 欧金昌）
近日，广西凭祥市人民政府与
广西民族大学签署教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教育领域开展广
泛合作。根据协议，广西民族
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资
源优势，在教师队伍建设、学
校特色办学及内涵发展、中等
职业教育办学及学生实习实训
等方面给予凭祥市支持，有针
对性地提升凭祥的教育发展水
平。

据悉，凭祥市与越南接

壤 ， 被 称 为 “ 祖 国 的 南 大
门”，目前有普通高中 1 所、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 所、初级
中学 2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 、 小 学 32 所 、 教 学 点 19
个、幼儿园 47 所。近年来，
凭祥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以“打造国门教育一流
品牌”为目标，不断探索边境
口岸城市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但由于教育基础薄弱，全市教
育质量水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
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广西凭祥

借高校力量助推边境教育

■基层发现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李
强）“爱臣校长晚上放学也不
休息带领学校老师，挨家挨户
宣传防溺水知识，俺们当爷爷
奶奶的都没学校想得周到啊。”
日前，安徽省临泉县杨桥镇腰
庄小学五年级学生高晓东的爷
爷高平军谈到学校开展的“防
溺水大家访”时赞不绝口。

据悉，自 6 月初以来，为
做好全县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
作，临泉县教育局下发通知，
要求全县各乡镇 （街道） 中心
校、县直学校积极组织全体教
师开展“防溺水大家访”活
动，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防溺水

相关安全知识，发放 《中小学
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
封信》 等。全县 11000 多名
教师深入该县各乡镇 （街道）
村民组，共发放防溺水等各种
安全宣传材料 20 多万份，30
多万名中小学生及家长和监护
人受到防溺水知识教育。

临泉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柳洪明介绍，目前，各乡
镇政府已对辖区内沟塘等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登记和整治，更
新和完善水域旁的警示标识标
牌，落实危险水域包保责任和
重点时段巡查巡护工作，确保
辖区内少年儿童的安全。

安徽临泉

筑牢儿童防溺水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