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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到创业，在人生的关键
节点我都得到母校领导、老师的关心
和支持，我一直心存感恩。”鲁雪斌
是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学
生，现在是莱芜文化艺术公司总经
理。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他和校友一
起为母校设计和打造了一个面积 100
余平方米、价值 10 余万元的文物鉴
赏和修复实习基地。

2010 年初，该校做了一项问卷
和访谈调查，发现高职学生普遍存在

“三弱三多”现象：即学习动力弱、
自控能力弱和自信力弱，经受挫折
多、冷漠多和怨气多，缺乏成就感。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针对思想政治
教育中“脱离实际，不接地气”问
题，决定开展感恩教育。学校为学生
量身定制了“感恩思进”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方案，从感恩父母到感恩师
长，从感恩校园到感恩祖国，层层递
进。“实践证明，感恩教育能够有效
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增强学生的理
想信念，点亮学生的奋斗梦想。”该
校党委书记董海燕说。

鲁雪斌的经历就是学校感恩教育
点亮梦想的奋斗故事。鲁雪斌从小爱
好古董，2010 年他报考了该校文物
鉴定与修复专业。他家境贫寒，学校
和老师们先后资助他交学费、买书
籍。

感恩变成动力。鲁雪斌利用假
期，走遍了一个个文物市场，拜访一
个个业内专家。他牵头成立了“天一
收藏协会”，创办了 《天一收藏报》。
2011 年，他们的课题“清代钱币鉴
定方法新探”成功申请到学校创新基

金 4000 元。鲁雪斌本人也被评为山
东省优秀学生，荣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

毕业季，鲁雪斌走上了创业之
路。对公司注册、筹办等一无所知的
鲁雪斌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主动帮
助，2013 年 8 月，天一文化艺术公
司正式成立。在 2018 年莱芜市首届
创新创业大赛中，鲁雪斌带领的创业
团队又荣获创新团队一等奖的好成
绩。“是感恩教育点亮了我奋斗的梦
想。”鲁雪斌说。

今年新生开学第一课，该校各院
系照例举办“感恩思进”系列报告。
邀请优秀校友、企业家代表作“感恩
思进”报告，观看“感恩思进”文艺
演出，畅谈“感恩思进”心得体会，
这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学校还根据时间节点和院系特点
制定了“2019 年感恩祖国·报恩思
进”主题教育活动进度表。今年秋季
开学，该校图书馆又多了一道风景
——党建主题公园，从党的一大到党
的十九大，党的发展历程和党的方针
政策，都通过生动活泼的建筑模型和
图文呈现出来。“领着学生走在公园
的小径上，给学生讲述党史和国史，
特别是站在党旗下，领着学生诵读入
党誓词，使学生真正懂得我们的初心
和使命。”该校思政课教师吴修荣说。

“感恩教育非常符合高职学生实
际，我们坚持由近及远、从低到高、
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策略，不断创
新形式，现在已成为我校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该
校校长李维运说。

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推进感恩教育——

让感恩之心点亮奋斗梦想
本报记者 张兴华

云南大学附属第一小学是一所兴建时力求现代风
格，时下在城市里已经不算新潮的学校。偌大校园片屑
难觅，不时跑过的学生见到老师，一个个匆匆顿步、敬
礼，忙向老师问好。

放慢脚步，听了校长和教师的叙说，顿生“真想
到这儿当老师”的感觉。校长孙澄闻言一笑：“不少
家长说的是，真想再到这儿上一回学。”

让学生更有中国范儿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堂学校特色课上，几十个孩子齐刷刷盯着老
师，跟着老师开启了有声有色的气候认知。

好多年前，孙澄就感到，时代越是开放，学生越
是应该从小就接受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熏染。反复讨
论之后，传统文化特色课在学校开设起来了。讲授内
容均是用心挑选的传统文化精髓。

这样，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吗？云大附一小这一
特色课程，一周一课，蜻蜓点水，粗知初识，只学不
考，但求雁过留声。

这些中国人应知应识的传统文化精粹，趁着学生
生命的早春，播撒在学生心田，何时发芽长叶，何时
开花生香，因人而异，有快有慢，终身受益，则是不
用怀疑的可望可期。

帮学生养成健康人格

一直听说，在云大附一小，递一把口琴给任何一
个学生，他都能吹出成调的曲子。

2013年，孙澄开始考虑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应
该从何入手？学校选择了口琴，学生人手一把，贫富
各异的家庭情况便难以在乐器上显现。

一年一届的学校运动会即将到来。操场上，负责
团体操的老师，正在高声调教满场学生做动作。运动
会不仅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年度巡检，也是学生人格养
成的生动课堂。

别看小学生年纪不大，其实都很在意别人对自己
的看法。在不少学生心中，参与不参与，往往是一根
敏感的琴弦。云大附一小在常规项目之外，专设了不
少带有学校温度的集体项目。这样，体育好的学生，
可以跑跳腾挪，在个人项目上尽情发挥；体育弱势的
学生，在集体项目中有一席之地，自信增强。

促学生修炼良好品行

3 年前寒假，云大附一小向全校学生布置了一道
必须真真切切要在学校之外完成的特殊作业：做几件

“最难的事”。这道作业已延续至今，甚至相伴学生一生。
孙澄说，所谓最难的事，其实并不难，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举手可为，但

是不以为然，或是任性而为，或是嫌麻烦，不愿按规矩所为之事。
说到“做最难的事”，几名学生谈了自己完成这一鲜活假期作业的情景。
六年级 （4） 班学生郑涵曦说，她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后，一个小孩子递给

她一颗糖。
“我以前上完卫生间后经常会忘了关灯。”五年级 （2） 班学生马竞豪还有些难

为情，“可现在我已经养成了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另一个班的学生徐渝雯说：“一次和外婆过马路，迎面是红灯。看看左右没有

来车，外婆就想走过去，我连忙拉住她说，这是红灯。”
如今“做最难的事”，在云大附一小已经蔚然成风。或许仅仅是吃光碗里的最后一

粒米，或许仅仅是看到红灯亮起时那几十秒的驻足，然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几个人，几
个人可以影响一群人，中国少年儿童的良好品行，不就是通过这些小事养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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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塔影中心小学学生在教师朱玲芳指导下创作书
法绘画作品。该校积极参与“庆祖国七十华诞，百万儿童绘中华”书法绘画优
秀作品征集活动，通过美术创作，引导少年儿童知家乡、爱国家、晓传统、传
文化，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绘万米画卷 祝祖国华诞

（上接第一版）
为了让孩子们吃得好，睡得香，

学校的营养餐配备了孩子们的传统饮
食奶茶、馕等，也让孩子们习惯了营
养必须的水果和蔬菜。为了让孩子们
穿着整齐、干净，社会各界有的送来
校服，有的送来床上用品，有的送来
生活用品⋯⋯

为了让孩子们自立自强，学会做
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校请来
文体局放电影，引导教育孩子们，“到
县城读书，是为了让你们走出深山看
世界”，告诉孩子们生活不只是牛羊和
毡房，“新疆的首府在乌鲁木齐，中国
的首都叫北京”。

为了赢得孩子和家长的信任，塔
县城乡寄宿制小学开展“三进两联一
交友”活动。2019年春季学期，学校
任课教师及校领导联系班级累计 212
次，了解和掌握学生到校到课情况、
课堂教学情况、教室安全情况；进包
联宿舍累计4080次，了解和掌握学生
住宿管理情况、日常生活情况和卫生
状况；进食堂1632次，了解学生对食
堂饭菜的满意程度及饮食情况；联系
家长1224次，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宣传到家，争取学生家长的支持。

这一切努力，让孩子们悄悄发生
了变化，不再随地大小便，不再悄悄
溜出学校，见人变得有礼貌，学会收
拾垃圾，理想变得丰富多彩。

操场上，记者问孩子们长大想做
什 么 ，“ 律 师 ”“ 舞 蹈 家 ”“ 科 学
家 ” ⋯⋯ 孩 子 们 争 先 恐 后 地 回 答 。

“10 年前问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是放
羊呢。”武建芳笑着说。

与此同时，各乡镇保留的一至三
年级的寄宿制小学，也得到了极大的
发展。塔县塔干乡小学党支部书记米
日姑丽·艾克米汉介绍，以前学校食
堂没有桌椅，学生们得蹲着吃饭，现
在不一样了，食堂宽敞明亮，告别了
架炉子的时代，宿舍从地暖改了成电
暖，教学设备特别好，还能上远程
课。“三餐丰富，晚自习后还有干果，
家长都很满意！”米日姑丽·艾克米汉
说。

400 米跑道的标准操场、崭新的
教学楼、设施齐全的宿舍楼⋯⋯2017
年 9 月，在距离塔县 288 公里、离喀
什只有 12 公里、海拔仅 1300 米的疏
附 县 吾 库 萨 克 镇 ， 一 座 投 资 1.4 亿
元、可容纳2500名学生学习生活的寄
宿制中学落成。探索异地办学——这
是塔县全面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又
一创新。

一直以来，塔县教育质量较为落
后，在塔县教育人看来，除了教学条

件落后外，也有海拔过高对学生身体
影响的原因。所以，深圳对口支援塔
县之后，塔县政府与深圳市一起决定
对塔县的初高中实施异地办学。

2017 年 9 月，塔县所有高中生、
部分初中生来到了氧气充沛的疏附县
就读，生活和学习条件得到了巨大改
善。而来自深圳外国语中学的新任校
长李方，以及10名深圳支教教师，则
给这所民族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增
添了巨大活力。教师教学上，示范
课、师带徒、教研开展等，让原塔县
中学的教学团队教学水平迅速提高；
社团活动中，从未见过的毽球社、古
诗文吟诵社、书法社、英语角、生物
社、健身社等，带动塔吉克学生多元
发展；硬件设备方面，校园网的建立
和使用让教学方式更加多样、教学内
容更加优质、教学手段更加先进⋯⋯

短短两年过去，学生面貌焕然一
新，身高普遍增高，学习劲头更足，
学习兴趣浓厚。

时光荏苒，塔县的寄宿制学校建
设已走过11年。学生在校学习住宿吃
饭全部免费，生活得到良好保障，学
习成绩大幅提高，兴趣多元发展。

塔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双语办主
任木拉阿比甫·夏夏感慨万千：“这么
多年来，我们的所有寄宿制学校没发
生一起学生安全事故，无论路途多
远，寒暑假学生上下学全部由教育局
包车、教师接送。办学条件越来越
好，家长理念发生巨大变化，积极支
持孩子上学和学校工作。”

村民争先恐后“捐”
房子，两年间建齐57所
幼儿园

在塔县教科局，记者看到这样一
组数据，“现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57
所，其中县直幼儿园两所、乡镇中心
幼儿园及附设幼儿园 55 所，全县适
龄 幼 儿 2164 名 ， 目 前 全 部 入 园 就
读”。

记者采访中得知，3 年前，塔县
的学前教育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一些乡镇及村组幼儿园处于空白的状
态。

那么，这3年100%的入园率，从
何而来？

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
了 《关于积极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的意

见》 和 《关于率先在南疆四地州实现
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的意见》，要求
南疆四地州保障幼儿园“应建尽建”，
幼儿“应入尽入”，2016 年秋季学期
即解决南疆学龄前儿童入园问题。

一声令下，塔县县委、政府火速
行动，塔县所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
与进来。县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协调
工作，做好自治区、地区、自治县支
教教师相关工作；县人社局负责学前
幼儿教师招聘工作；县教科局负责
4—6 岁幼儿的入园工作，确保巩固
率，指导幼儿园开展教学工作；县发
改委负责幼儿园建设、资金、立项、
审批、项目监管等工作，与教育部门
共同解决师资短缺和资金投入短缺问
题；县财政局负责幼儿园经费投入，
确保上级下拨资金及时到位；县住建
局负责审批幼儿园建设用地，形成规
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范围，办理建
设用地许可证、意见书等，对工程质
量、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监管；县环
保局负责幼儿园建设用地周边环境影
响评估工作；县国土局负责解决幼儿
园建设用地审批和上报⋯⋯

然而，无论是幼儿园教师配备，
还是新规划的幼儿园建设，一切都需
要时间准备，那么，2016年秋季幼儿
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

塔县教科局紧急展开调研，发现
除县城和一些乡镇有学前教育场所和
基本教师配备外，有26个应建幼儿园
的村组完全无办园场地、无师资、无
教学设施。

怎么办？
这时，塔吉克族人民对开办幼儿

园呈现出的热诚让木拉阿比甫·夏夏
至今记忆犹新。

无办园场所？
有的村马上腾出村委会的房子，

实在腾不出房子的村组，老百姓们都
自发申请——“用我们的房子”。

当时，塔县农牧民的富民安居房
刚刚建成，为了开办幼儿园，农牧民
们完全不介意将崭新的房子“捐出
来”。

在塔什库尔干乡的色日克塔什
村，先木比因为家里的房子离村委会
近、离水源近、“捐了房子”能搬去和
儿子住等优势，在积极要求用自己的
房子办幼儿园的村民中胜出，对此，
先木比感到十分自豪。

没有师资？塔县所有公务员轮流

支教一年。
没有保育员、厨师、保安？村委

会纷纷自发聘用保育员，很多村民自
告奋勇当厨师、当保安。

没有教学设施？木拉阿比甫·夏
夏回忆，2016年的整个夏天，教科局
的干部职工们都在往乡镇送教具、送
器材，甚至刷墙改造房子。

⋯⋯
就这样，2016 年秋季，塔县 57

所幼儿园都实现了开门迎接适龄幼儿
入园的目标，其中26个新建的临时幼
儿园被称为应急幼儿班，11 个应急幼
儿班征用的是农牧民的富民安居房。

与此同时，幼儿园的新建工作快
马加鞭。

2017 年 9 月，塔县全部村组级幼
儿园竣工投入使用，如期开学。

塔县为孩子们打造的，是丰富多
彩、各具特色的学前教育。

在塔县第二中心幼儿园，记者看
到的是一个极为现代化的幼儿园。以
食堂为例，留样柜、蒸饭机、保洁
柜、切菜机、切面机、和面机等设备
样样齐全。而在文化墙上，手绘画面
生动地展示着高铁、支付宝、共享单
车、刷卡支付等“现代四大发明”。

塔县马尔洋乡皮勒村幼儿园则极
具个性。一条小溪悠然穿过幼儿园，
最大的特色是小溪两岸，教师带着孩
子们自己取材在石头上绘的彩绘，充
满童趣，独一无二。

短短 3 年，塔县建立了学前三年
免费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幼儿公用经
费每生每年1100元，伙食补助每生每
年 1450 元，教材费补助每生每年 130
元，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同时，积极
招录特岗教师和定向免费师范生，幼
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同等享受边远
艰苦地区乡村教师补贴。

帕米尔高原好娃娃，
立志守护国门守护家

塔县是我国唯一的三国边境县。
塔县第二中心幼儿园园长迪力加马丽
说：“我们塔吉克民族祖祖辈辈居住在
这里，一直有着爱国的优良传统。”

迪力加马丽所言不虚，《冰山上的
来客》 讲的就是上世纪 50 年代，塔吉
克小伙子阿米尔和解放军一起，粉碎国
民党阴谋，维护边疆稳定和平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塔县 800 公

里的边境线上，更是涌现出了许多农
牧民自发守边护边的感人故事。农牧
民从小放牧，对边境线上的道路、河
流、天气变化、涨退水等情况了如指
掌，边防部队边境巡逻，十分需要农
牧民的领路和帮助。这些自发守边的
农牧民也被尊称为“没有工资、不拿
钢枪的义务兵”。巴依卡大叔一家半个
多世纪以来三代护边，就是这些故事
中的典型。

上世纪60年代，巴依卡的父亲就
开始在红其拉甫一带放牧巡边。红其
拉甫塔吉克语意为“血染的通道”，氧
气含量不足平原的 50%，风力常年在
七八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 40 多
度。有的地势险要处不能乘车、骑
车，只能用牦牛作为交通工具。

到了70年代，老父亲身体不再允
许频繁地跋山涉水，他便想让巴依卡
接班。年轻的巴依卡不想青春在老林
里度过，老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在边境上当兵的，都是内地来的十八
九岁的娃娃，这里是你的家，他们能
去，你为什么不能去？你有义务为国
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从此，巴依卡便踏上了巡边护边
的道路。在这条蜿蜒在帕米尔高原至
喀喇昆仑的冰山雪岭中，冬天风雪肆
虐，夏季洪水汹涌，随时伴随泥石
流、暴风雪、冰雹和雪崩，但他一
走，便是30余年。巡逻前，他会绑好
战士们的行李；风雪中，他要检查战
士们的装备；羊肠小道上，他总是走
在最前面；过冰河时，他要在前蹚路；到
了界碑处，他会在旁边的石头上用十字
镐刻上“中国”两个大字⋯⋯在当时红
旗拉甫边防连的图册里，巴依卡的照片
旁赫然配着大字——“我们的好父亲
巴依卡”。

2008 年，56 岁的巴依卡将接力
棒传给了儿子拉奇尼。在去红其拉甫
采访的路上，记者偶遇正带着一队护
边员巡逻的拉齐尼，他和巴依卡一
样，皮肤晒得黝黑，但神情坚定。

这样特殊的环境，养育了爱国护
边的塔吉克民族，也自然而然促使爱
国主义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

在谢华看来，身边这些守边护边
的爱国主义典型人物，就是学生身边
的榜样。塔县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
这些典型人物的家里聆听守边护边的
故事。在巴依卡的家中，就有一个他
整理出的爱国护边的展室，塔县的大

部分中小学生都曾来此参观。
塔县还常常组织学生参加红其拉

甫边检站开展的“警营开放日”活
动，展示部队的军事、内务、后勤保
障等内容。前不久，塔县中学组织学
生在红其拉甫边检站聆听了边检站发
展史，观看官兵表演的队列和擒敌
拳。学生阿布都拉十分激动，他说：

“边防叔叔为我们守卫边关，我很感
动，我长大了也要当兵，像他们一样
守卫西部国门。”

与此同时，塔县借助与中亚多国
接壤、边境线长、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丰富的优势，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开
发出一条集历史文化、国防教育于一
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走廊”，建立
起了涵盖红其拉甫国门、水布浪沟支
关旧址、驻地部队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爱国，逐渐融入了塔县教育的血
脉。

在以国防为特色的塔县第二中心
幼儿园记者看到，小班是海军班，中
班是陆军班，大班是空军班，班级文
化、班服都分别以此为主题；园徽是
向日葵，背景是解放军战士，意寓边
防战士的守护；走廊文化中，处处是
教师们手工制作的长城、天安门，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扇子、十二生肖、
青花瓷、饮食、服装等⋯⋯

“小班幼儿，我们进行的是爱父
母、老师和同伴，爱幼儿园的教育。
进入中班后，我们要使幼儿了解家乡
的自然环境，生活及民族风俗，军垦
历史等。到了大班，我们引导幼儿认
识祖国的名胜古迹，主要领导人，介
绍一些祖国的巨大成就，了解我们祖
国地大物博，是个多民族国家等。我
们将这些内容渗透到社会、语言、艺
术等各个领域，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迪力加马丽说，“我们要让娃娃
们知道，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不是白来的。”

这就是塔县。
在这千峰万壑的洁净世界里，平

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塔县人“吃
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自强不息
地守护着他们的家园，跟随着祖国发
展的步伐。塔县孩子在塔县教育人的
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快乐成
长，就像塔县第二中心幼儿园里传出
的歌声：“小小雪莲要开花，小小驹儿
要长大；我和爸妈守边防，我是帕米
尔好娃娃；我们在祖国的怀抱里，我
是中国好娃娃⋯⋯”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新疆报
道组成员：易鑫 周飞 俞水 蒋夫
尔 余闯 单艺伟）

塔县：帕米尔高原上的教育之光

（上接第一版）
在 28 年的教研生涯中，于瑾

是国内研究金融衍生品定价领域的
第一批学者，是全校第一门投资学
课 程 的 开 创 者 。“ 她 总 是 手 写 讲
义，每年彻底更新教案，只用最新
的案例。”该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院长洪俊杰说，“于瑾 28 年的讲台
生涯，为教好每一堂课倾注了毕生
心血。”

在于瑾的同事、学校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教授蒋先玲的回忆中，于
瑾“淡泊名利、认真做事、低调做
人”。她说：“记得在当年学院发布
博士生导师申请通知时，于瑾在
美国做访问学者。我发邮件告诉
她这一好消息，并希望她申请。可
是，她说‘算了吧，我就不申请
了，把机会留给其他老师吧’。”而
于瑾不争福利待遇做的最惊人之举
是将学校分配的教授办公室让给
了一名年轻教师做科研，她自己
没有指导学生的办公室，就在学
校有空闲的教室或楼道或校园里

指导学生。
据统计，于瑾从教 28 年，直

接授课的本科生超过 1.5 万名、硕
博研究生近 3000 名；直接指导、
培养的硕士研究生 94 名、博士研
究生 7 名。蒋庆哲说，于瑾 28 年的
教师生涯中，没有轰轰烈烈的事
迹，最打动人心的却是点滴小事。
她用一本本逐字逐句的教案、一句
句亲近学生的问候、一行行勾勾画
画的批注、一次次与学生“掏心
窝”的促膝长谈，展现了把自己和
学生活成“命运共同体”的生活工
作日常。

报告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党委决定追授于瑾教授“模范教
师”荣誉称号，并启动于瑾教育基
金。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学习传承于
瑾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做新时代

“四有”好老师的使命担当；坚定
理想信念，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时代担当；坚持凝心聚
力，做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发展
担当。

于瑾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