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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周刊
探索治校之道 展现办学智慧

本刊微信公众号：
第一缕阳光

本刊特稿·关注教育帮扶行动

新学年刚刚开始，在第 35 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来自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14 家培养基地、100
多所项目学校的325名一线骨干教师跨过
山海，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凉山州） 会合，奔赴一场庄重
而盛大的支教行动。这场由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发起的惠及一市 13 县的教育帮扶行
动，在凉山州州府西昌市拉开了序幕。

9 月 1 日至 2 日，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中共凉山州委、凉山州人民政府共同
召开“首批凉山支教教师研修班暨凉山教
育帮扶行动动员会”，首批全体支教教师
及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院校、“国
培计划”专家团队、凉山州各县市等单位
共600余人参加会议。研修班通过讲座报
告、交流研讨等方式，为支教教师提供行
前培训，帮助其快速了解凉山州教情社
情，加强学科引领、课堂教学、学校管理
等方面的能力。

一步跨千年 教育之难“甲天下”

“四川省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
集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是‘三区三州’典型的深度贫困地
区，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之
一。”在首批凉山支教教师研修班暨凉山
教育帮扶行动动员会上，凉山州委教育工
委书记、州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廖虎为
支教教师详细介绍凉山州州情。他认为，
支教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一线城市，
在出发去支教县和支教学校之前，很有必
要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凉山州有两个‘甲天下’，一是自然
资源‘甲天下’，另外一个就是教育发展
困难‘甲天下’。”这位上任后就做过大量
走访调查的教育工委书记直言，很多人对
凉山“教育之困”的认知，都定格在“悬
崖村”儿童爬800米藤梯上学的画面上。

事实上，凉山州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孤
立存在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凉山州从
奴隶社会形态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
转型，几乎是“一步跨千年”。由于历
史、地理等因素及社会转型遗留问题，经
济发展滞后，教育发展也相应缓慢。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凉山
考察时，在为脱贫攻坚开出的良方中指
出：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绝不能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近年来，凉山州
委、政府开展控辍保学工作成效显著，共
找回近6万名适龄儿童并安排至相应学校
入学，给当地基础教育带来了较大压力和
挑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教师缺口增
大。”廖虎在动员会上坦言。

2019 年 3 月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四川凉山调研
时强调：要通过特岗计划、公费师范生培
养、银龄讲学计划等，帮助贫困地区填补
教师缺口。

“国培”先行 跨越山海结盟

扶贫先扶智，造血先输血。为确保
2020 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加强对凉山州教育扶贫力度，今年
6 月 ， 教 育 部 启 动 “ 凉 山 教 育 帮 扶 行
动”：组织“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
航工程项目学校的教师到凉山支教，为凉
山州学校补充一批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骨
干，示范带动凉山州教师专业素质的提
升。同时，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附中、
华南师范大学等 14 家名校长 （园长） 领
航工程培养基地和 100 多所领航项目学
校，与凉山州县、市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到凉山指导、开展相关
教育帮扶活动，多角度支持学校发展。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黄伟在动员
会上介绍，此次“凉山教育帮扶行动”时
间为 2019 年至 2021 年，共持续 3 个学
期。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
航班及学员主持的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校，
每学期将会派出3位骨干教师到结对帮扶
地区的学校支教。

支教期间，支教教师将结合支教县市
实际情况，开展专题讲座、上示范课、组
建教学团队、专项教学研讨，提升凉山州
地区教师综合素养。通过骨干教师支教，
为凉山州输送优质师资，帮助解决一定时
期内的骨干教师短缺困难，引领带动凉山
州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提高办学质量
和水平。

据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培
训专家工作组秘书长黄贵珍介绍，此次帮
扶行动明确了帮扶相关责任主体，即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市县

（区） 教育局，是一场从上至下全动员的
支教行动。而且，为动员更多优质教育资
源参与到这场行动中，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通过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国家级培训
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出了“召集令”，呼吁

“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培养
基地和学员“输血”凉山教育发展。

在这场帮扶行动中，各责任主体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
整合资源、统筹管理以及政策支持；校长
国培项目办则负责日常管理、支持服务、
宣传推广；14 家名校长 （园长） 领航工
程培养基地在专业引领、对口帮扶、沟通
协调及管理上保障帮扶行动等。

凉山不凉 教育托起一片蓝天

骨干教师的输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学
校来说，并非易事。在动员过程中，领航
班名校长及其工作室成员在引领性和示范
性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部第二
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皮建明校长工作
室成员、浠水县团陂初级中学校长陈众达
坦言，作为皮建明校长工作室的核心成员
校，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支教工作。学校克
服了师资严重不足的困难，选派学校教研
主任、九年级骨干数学教师毛志元赴大凉

山支教，希望把教育精神和情怀带到需要
的地方去。

黄伟在动员会上明确，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将进一步为凉山教育帮扶行动明确政
策保障，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全国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校长培训专家工作组及各培养
基地还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多种方式助
力凉山教育帮扶行动。

黄贵珍强调，为保证持续一年半的凉
山教育帮扶行动取得实质性成果，教育部
成立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工作组和中小学
教师培训专家组，为凉山州教育帮扶行动
源源不断输入专家资源，提升凉山州教师
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推动凉山州教育早
日实现自我造血功能。

“当年凉山彝海结盟，为中国革命做
出了贡献。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
支教教师传承彝海结盟精神，助力凉山教
育发展，必将谱写教育脱贫攻坚的新篇
章。”黄伟说。

“希望各位支教教师在接下来的一个
学期或3个学期里能够早日融入凉山，就
像种子一样，扎根于此，为大凉山的孩子
们托起一片蓝天。”廖虎希冀道。在他看
来，300 多名支教教师的背包与行囊里，
藏着点燃凉山州大山深处师生教育热情的
火种。

背负教育火种 向凉山深处去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依托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支教四川凉山

本报记者 李萍 齐林泉

我来自军旗升起的地方——江西省南
昌市，是南昌大学附属小学一名普通的语
文教师。

到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支教，一直都
是我的梦想。20 年前，一位好邻居对我
说：“退休以后，要回到瑞金老家，办一
个私塾，义务教家乡的孩子们。”那时我
就说过：“我也去！”今年 7 月中旬，学校
就有传闻，可能要派老师到凉山支教。从
那时起，我心里就一直在默默关注这件
事。

8 月 5 日，我们结束了在北京的班主
任专业成长培训班，坐着火车从北京返回
南昌。8 月 6 日早上 6 点刚过，校长就在
车厢里大声通知：“到凉山支教的正式通
知来了！”顿时，我睡意全无，迫不及待

地对校长说：“我报名参加！”于是，我
成为南昌大学附属小学报名支教的第一
人。过了 10 天，校长又交给我一个任务
——让我担任学校首批支教组组长。我
立刻想到课文 《金色的鱼钩》 里面的老
班长。指导员对他说：他们年轻，一路
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
于是我对这次支教工作又增添了一种神
圣感和责任感。

表妹问我：“雯雯姐姐，支教是年轻
人的事，你都 50 出头了，而且职称也到
头了，为什么还要去那么远支教？”可我
想的是：职称虽然到头了，但我的生命没
有到头。支教，是我和大凉山彼此之间的
一次成就；支教，是我个人的梦和伟大的
中国梦彼此之间的一次成就。因为，这次

支教意味着我们将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
意味着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直接参与了党
中央、国务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
部署。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近些天来，朋友们和校领导为我们饯
行。其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找时
间我们组团去看你们哈，那里的学校和孩
子需要什么，我们帮你们带去。”听着心
里暖洋洋的。

不久前，我们的支教教师微信群正
式建立起来了。通过热闹的支教微信
群，虽未谋面，但我们第一批全体支教
教师的心早已经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
到了这里——我们的第二故乡凉山州。

肩负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各省市教育
行政部门的重托，满怀豪情地来到了凉山

州支教。作为支教教师代表，我庄重承
诺：我们一定会自觉服从任教学校的领导
和具体工作安排，虚心向凉山教育同仁学
习，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恪守“以仁为范，以知为难，以爱为
念，天下在肩”的支教情怀，认真上好每
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名学生，认真完成
好每一项工作任务，扎扎实实做好支教工
作，为凉山教育事业发展奉献出我们的汗
水和力量！

（作者系江西省南昌大学附属小学教
师，来自教育部“国培计划”第二期中
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学员余卫校长工作
室，本文为她在首批凉山支教教师研修
班暨凉山教育帮扶行动动员会上的发
言，有删减）

赴一场与大凉山的约会
杨晓雯

支教教师同期声

支教教师同期声

我真正感受到“支教”二
字，不是在领导亲切谈话的办
公室，也不是在同仁交流学习
的会议室，更不是在风景美如
画的邛海边上，而是在曲折蜿
蜒的山路上。

9 月 2 日，我们乘车从西
昌出发，前往凉山腹地——布
拖县。大雨连绵，青山远黛，
雾气迷蒙。看近处，车的一边
是山崖，另一边是悬崖；看远
处，影影绰绰的群山，披着薄
纱，婀娜多姿，应了那句“雾
锁山头山锁雾”。虽然雨天景
色意境悠远，逶迤连绵，但是
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开始想念
故土、思念故人，这种思念是
我对于未知的紧张勾出来的。

看着树的影子不断倒退，
看着山峦不断映入眼帘又压进
心底，我想起了一篇文章《在
山的那边》，里面写道：“在山
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
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
打了一个零分。”我在想，山
的那边是什么，是我的理想
么，有个关于支教的理想？
不，我胸无大志，甘于平凡，
虽然经常给学生常讲“岳飞刺
字精忠报国”，护我国疆；讲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忠魂不悔；讲家国一体，讲苏
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过
之处皆是善政之所⋯⋯常常讲
到自己热泪盈眶，讲到学生心
血澎湃。若说“支教”是我的
一个理想，是我的一种情怀，
我自认为我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的境界，家国情怀于我而言便
是做好自己、安守平凡、不给
国家添麻烦。

支教，此时此刻对我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是青春锦缎上一段风格别
致的华彩。

那么，山的那边是什么
呢？我心中有很多猜测。李白
写蜀道难行，说“连峰去天不
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有
村落盘踞山巅，陡壁难行，成
为“悬崖村”，条件艰苦难以
想象。雨水顺着房檐滴滴答答
落在小水宕里。与这场大雨相
伴的还有蹲坐在屋檐下的老
人，他们披着毡毛坎肩，手摩
挲着旱烟枪杆，眼睛里是对过
往车辆的陌生、好奇。

经过无数次山回路转，我
们的车终于驶入了布拖，由于
下雨，我们直接入住了当地的
酒店。隔天，我们走进布拖县
中学，此时我才对支教有了一
点感觉。在上厕所排队的时
候，排在学生中间略感局促。
布拖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县，我不敢确定，贸然交流会
不会带来不便。这时候有一个
可爱的小姑娘问我：“老师，
你是过来教我们的老师么？”

我微笑回答：“是的呀，我是
教语文的。”我感谢她比我多
出的勇气，打破了沉默无语的
尴尬局面。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有星，她激动地问：“老师，
那你是教几年级的？”“教高中
语文的。”她有些遗憾，嘟了
嘟嘴，“那老师，我不在你的
班里。”我微笑着回她：“没关
系的，你也可以来办公室找我
呀，聊天、谈问题都可以。”
经过这个愉快的小插曲，我心
中的迷雾遇见了阳光，消散干
净。

下午，我们观看了初一和
高一新生军训，在他们无比认
真地、骄傲地、大声地唱着国
歌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我
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震撼人
心的国歌演唱了。他们虽然还
未穿着统一的制服，还未经过
系统完整的训练，还未真正走
进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但是在
唱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在同
一个频率跳动。有一首小诗
说：“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
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
下蓝天，装得下世界。我的眼
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
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用
在这里正合适，不过遇到的不
是心事，而是感动我的好事。

短短的两天，“支教”二
字似乎在我的心里渐渐清晰起
来了。我们支教教师不能抱着
一定能改变什么的想法，也不
能抱着体验生活、吃一下苦的
想法，而应该抱着务实的态
度，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哪
怕只有一点点。支教教师对于
大凉山的孩子而言，就像山间
的风，带来外面的气息；就像
云间的阳光，带来温暖的希
望；就像山那边的无限可能，
就像 《在山的那边》 结尾所
说：“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
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
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作者系青海省西宁市第
二十一中学团委书记，来自首
期名校长领航班于大伟校长工
作室支教团队，现支教于凉山
州布拖县中学）

山的那边是什么
许清华

风乍起

，

云团层层叠叠

，

四面八方在天空中拥挤

，

挤出一轮白日

，又挤出几束光绮

。

好似来到凉山的这些异乡人

，

簇拥着挤进大凉山

，

把山外知识的光

，带进了这里

。

从此

，山里的孩子们多了很多新老师

，

在孩子们的眼里

，

他们的头脑中有着无数的奥秘

。

他们可以把以前学过的字

，讲出许多的故事

，

还能时不时地说出几句听不懂的英语

。

他们可以认识天上的每一颗星星

，

更能够把美丽的布拖放进画里

。

他们在操场上玩起花样的跳绳

，

也能在电脑上制作神奇的游戏

。

﹃
这些老师没有不会的东西

﹄

这样的想法悄悄地跑进每一个孩子心里

。

也许是天上的云

，带来了这些可爱的人

，

飘然而至的突然

，好像是晴天的雨

。

也许是山里的风

，吹来了这些可爱的人

，

那就让山风小一点吧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

在这些支教老师的心中

，也有着不同的秘密

，

他们抛下一岁的孩子

，告别新婚的爱妻

，

他们托付好年迈的父母

，咽下心酸的别离

。

但他们并不后悔这一切

，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行动

，撑起大凉山的教育

，

用头脑中的知识

，为山里的孩子带来山外的惊

喜

！

他们好像大凉山的云

，

聚在一起

，便能洒下一方细雨

，

滋润稻田

，汇成小溪

。

即使散开

，也能留下一轮骄阳

，

让温暖的阳光

，照遍凉山的大地

！

（作者系教育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
﹃
杨刚校长工作室

﹄
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大

凉山支教团队成员

）

大
凉
山
的
云

郝石佩

“杨刚校长工作室”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大凉山支教团队教师和四川省凉山州布
拖县民族小学的孩子们一起搬凳子，关系渐渐熟络。 毛訢贽 摄

大凉山的孩子们。
毛訢贽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