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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育人创价值

当前，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
主体责任，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
指导作用，构建协同共育的教育体
系，已成为时代要求。“市级教科研先
进单位”十堰市柳林小学在业内率先
开展了一系列“有灵魂的家校共育活
动”，使老师、家长和学生不断向着

“最好的自己”迈进，实现了老师尽
心、家长放心、学生开心的“三全其
美”。

多年来，柳林小学一直秉承“尊
重生命，关注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办
学理念，认为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又
要着眼每个师生的发展可能性；既重
视师生当下的生命质量，又重视师生
的终身发展。同时，教育的核心不在
于给孩子灌输知识，而在于唤醒、鼓
舞和激励，让孩子充满自信，做更好
的自己。

在柳小教育人心中，一个新时代
的专业化教师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教学
教研能力以外，还应是一名智慧的教
育者和管理者。为此，柳小老师们在
深钻细研学科教学的同时还“身兼数

职”，积极学习相关知识，提升自己，
也提升指导家庭教育的理论水平和业
务能力，用教师的“专”引领学生和
家长成长，促进家校合力。

线上线下聚亮点

“线上+线下”科学完善的家校协
同育人网络，是柳小家校共育的亮点。

亮点一：线上课程体系完善，拓
展精彩共育时空

柳小开展的“网上微课提升家庭

教育方法的研究”，是由教师和学生家
长共同组成的学习微信群，即“柳林
小学芳草地父母学堂”。这是一套切合
家长能力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科
学有效的网上学堂家庭教育课程体系。

——从普及基础养育理念和方法
方面入手，形成了“专家微课”课程
板块，同时引领家长阅读基本理念相
关书籍，利用“读书分享”板块领
读，增强理解吸收。

——从解决家长实际问题、加强
过程指导方面入手，形成了“困惑答

疑”“家长互助”课程板块，家长可以
将习惯培养、家庭关系、有效沟通等
方面的困惑提出来互相探讨，学校也
会对这些困惑集中进行解答。

——从巩固学习成果、引领家长
实践方面入手，形成了“家长分享”
课程板块，从而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
经验和成果。

——从深化理解吸收、体验促进
领悟方面入手，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家
长专题讲座，解决一般性问题，并提
供学生和家长的个案咨询。形成了

“线下咨询”和“专题讲座”课程板块。
“学堂”利用晚上 8 点到 9 点半的

时间，每周开展两次活动，做家长育
儿的“同行人”“领路人”和“贴心
人”。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8 月底，

“柳林小学芳草地父母学堂”共开展
238 期课程，直接惠及 1600 余名家长
和 150 余名教师，通过班级群传播分
享带动的辐射学习覆盖面达全部。有
效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和谐交流
的平台，形成了人人关心、人人重
视、人人懂得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

亮点二：线下活动丰富多彩，营
造良好共育氛围

作为“湖北省示范家长学校”，柳

小每学年初都会制订家校共育工作计
划，细化家庭教育培训的内容目标，
分层落实。

建立班级、年级、学校三级家委
会，将家长会开成家教知识培训会；
在班级群中分享好的家教书籍，交流
学习感悟，使班级群成为学习群和成
长群；并定期挑选优秀的家教文章，
统一印发给每位家长，促进家长全员
学习。

自 2009 年起，坚持每年举行大型
教育教学开放周活动，经常性开展校
园亲子互动活动，如亲子共读、“家长
进课堂”助教活动等。研学旅行、六一
文艺汇演、体育节等也邀请家长志愿者
参与其中，既让丰富的家长资源得以充
分利用，也增进了家校之间的了解，让
家校合作的良好局面越来越多。

特色发展共成长

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线上
线下家校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最终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促进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学堂”6 名讲师考取了心理
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相关资质
证书，成为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有

效提高了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家校
配合度大幅提升，家校的良性互动使
教育更高效；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
究成果，自编近 16 万字的课程教材，
收集近 10 万字的家长育儿经验，整理
100 余个家教困惑，共享学习资料 100
余份。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柳小的相
关研究和实践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
响，赢得了广泛赞誉。2017 年 9 月，

“柳林小学芳草地父母学堂”研究项目
作为十堰市重点课题圆满结题。同年
11 月，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中，“学堂”作为典型事迹被大力
推广，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2018 年
3 月，“柳林小学芳草地父母学堂”被
授予“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三八
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宜为桃李勤耕耘，春风拂过留芬
芳。家校共育探索无止境，柳林小学
下一步将在健全学生成长跟踪制度、
培养成长型家长、落实帮教结对等方
面加大工作力度，使家校共育体系更
科学、更完善，更符合教育规律和学
生成长规律，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李 芳 郑 仙）

家校携手 共铸教育“芳草地”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促进家校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

柳林小学柳林小学““芳草地芳草地””父母学堂课题组教师合影父母学堂课题组教师合影

（上接第一版）
“一年级学生，教他们认识国

旗；二年级学生，教他们认识中国地
图，了解国土的概念；三年级学生，
教他们了解麦克马洪线，了解八大英
模事迹⋯⋯”对国防教育课的教学内
容，曹世学很熟稔。

一周 12 节课，曹世学每天训练
结束都会来到学校，身着橄榄绿的
他，在校园格外显眼。曹世学说，自
己最开心的就是看着孩子们围在中国
地图前，指出首都北京，指出自己的
家乡。

距学校几百米处，有一座烈士墓
园，长眠着为祖国献身的边防战士。
在这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
代，30 名边防战士牺牲于此。他们
的敌人是洪水、塌方，是毒蛇、蚂
蟥。每年清明，学校师生都要去祭扫
这群最可爱的人。

“在背崩，士兵与老师的责任一
样——都是为了保卫祖国，让祖国的
下一代过得更好。”曹世学说。

四
军人意味着牺牲，牺牲青春甚至

生命。在背崩，老师又何尝不是。
时间回溯到 2006 年 9 月 2 日，

清晨。背崩乡小学下设的西让村教学
点教师桑杰顿珠，护送 7 名小学生和
几名家长到背崩乡小学报到。

一行人走出西让村一里多远，到
了塌方频发路段。

这里道路泥泞湿滑，最窄处只有
30 厘米。一边长满杂草藤条的峭壁
上，不时有碎土石簌簌落下，一边是
被灌木野草覆盖的深谷，一不小心就
会滚落山崖。

这样崎岖的山路，15 个人通过
这100多米长的危险地段，至少要半
个小时。桑杰顿珠毅然决定：“你们
抓紧时间先走，我在后面给你们看
着，一有危险，我就喊你们。”

看着学生和家长一个个安全通过
了危险路段，桑杰顿珠刚松了一口
气，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他头顶的山
体塌方，泥石流滚滚而下，来不及躲避
的桑杰顿珠，刹那被泥石流吞没⋯⋯

家 长 们 呼 喊 着 ， 孩 子 们 痛 哭
着 ⋯⋯大人、孩子不顾一切地刨挖
着石块、泥浆⋯⋯

当村民把血肉模糊的桑杰顿珠从
泥石浆里挖出来时，奄奄一息的他
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学生——怎么
样——了？”

“年轻，只有 28 岁，还没有结
婚。”背崩乡小学副校长多杰仁青如
此回忆这位同事。

泥石流在背崩并不稀奇。“走着
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掉下来
了。这时不能乱跑，最好站在原地，
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掉。”多杰仁青
声音渐渐低沉，“但这次来不及了。”

顿了一会儿，他补充说：“桑杰
顿珠，是位好老师。”

语气郑重。
后来，桑杰顿珠被追授为西藏自

治区模范教师，他生前唯一的照片一
直挂在学校德育室墙上。人们将他葬
在背崩的土地上，让他可以永远眺望
自己的学校和学生。

这个世界需要英雄，也需要更多
的普通人。

和桑杰顿珠一样，13 年前小央
珍初中毕业后，来到波东村教学点做
代课老师。那时，她青春活泼，喜欢

跳门巴族锅庄。波东村教学点一师一
校，小央珍是老师也是保育员。两间
木头房子，一间上课，另一间是她的
宿舍。

全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教学点
只设一二年级，30 多个孩子在一间
教室里，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
年级就自习。体育课两个年级一起
上，做早操、跳锅庄、做游戏，一
群快乐的小鸟在巴掌大的操场上飞
来飞去⋯⋯

青春倏忽而过，皱纹悄然而至。
2007 年全乡教学点撤并，代了 11 年
课后，小央珍转为公办教师，在乡小
学做生活老师。每天的工作不再是站
在讲台上，但依然琐碎、繁重。小央
珍没去过西藏以外的地方，甚至没去
过拉萨。“我的学生有考上内地大学
的，现在当老师、当警察，见了面还
很尊重我。”

这是她对教师幸福的理解。

五
对于背崩乡小学的变化，没有人

比多杰仁青更有发言权——41 岁的
他在学校工作了整整20年。

11 岁时，他第一次走出墨脱，
徒步到林芝上学；11 年后，他从拉
萨师专毕业，又徒步走回墨脱，来到
这所只有一位老校长、两位老教师的
学校。

由于条件实在艰苦，学校很难留
住年轻人，常被迫停课。每当有老师
休假，孩子和家长就会到学校打听：

“老师走了吗？还会回来吗？”
刚来时，多杰仁青也曾想要离

开。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需要有人来
做这份工作”。那是 1999 年。从此，
多杰仁青一直守在这里。

当时，在整个西藏，墨脱学校的
条件最艰苦，老师也最辛苦，但这里
的孩子必须有老师去教。在这里坚持
办学的意义在于：让现代文明抵达中
国每一寸国土。

老校长仁青罗布，是多杰仁青最
敬佩的人。

1976 年 1 月，仁青罗布受上级
委派，在背崩乡背崩村建一所民办小
学。校长、老师一人挑，升国旗的旗
杆是一根毛竹，粉笔不够，就把木头
烧成炭。

渐渐地，老师，从一人到两人、
3 人 、 4 人 ； 学 生 ， 从 25 个 到 30
个、51 个、73 个；教室，从两间竹
木屋到木板房、石头房。在老校长的
带领和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学校越办
越好，在墨脱乃至林芝地区都有了名
气。

2009 年，在背崩乡小学工作 33
年的老校长退休了。多杰仁青初来学
校时，老校长的一番话让他至今铭
记：“做教师，第一要负起责任，责
任心要强。”

“虽然老校长那一代人学历都不
高，但他们责任心强，深受学生和家
长的敬重。”多杰仁青说。

20 年的执教生涯，多杰仁青做
过许多事。但让他对教师“责任”二
字 有 最 真 切 体 会 的 ， 则 是 在 海 拔

4200多米的多雄拉山口。
那是 2002 年 11 月初，多雄拉雪

山上已开始下雪。多杰仁青受学校委
派，从林芝地区教育局领一批远程教
育设备回校。车子把设备运到米林县
派乡，从那里开始需要找背夫。

体积小、重量轻、好背的设备都
被人抢着背，有一口直径 1.5 米的卫
星接收锅盖，谁也不愿背，多杰仁青
主动接了过来。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这
批设备的价值，他必须把它背回学
校。

雪山上道路崎岖，不刮风时，
“卫星锅”背着轻，上到山口时，强
风呼号，顶着逆风“卫星锅”像被人
用力向后推一样，每走一步，都必须
咬紧牙关、喘着大气。

一转身，刚好处在顺风口。“卫
星锅”受力面大，多杰仁青一下子被
强风刮得踉跄了几步。眼看要跌下悬
崖，幸亏后面的学校炊事员眼疾手
快，一把抓住他。

如果摔下去——“那么，你现在
采访的就是别人了”。

那一刻，死神如此之近。那一
刻，他明白了，老师的肩头不仅背负
着知识，还背负着两个字：责任。

六
2006 年 8 月，在贝尔发明电话

130 年后，背崩乡才结束不通电话的
历史。又过了 3 年，手机有了信号，
到2016年才连通了宽带网络。

此后，背崩乡小学像是被按下了
快进键，大步跑向了现代化。

教学楼、宿舍楼、教师周转房、
食堂，修建一新；运动场、文化墙、
校园绿化，相继竣工；教室装上了电
子白板，办公室的电脑连上了网络。

2018 年教师节，学校特意将仁
青罗布老校长请回来。

老校长把校园仔细转了个遍，对
白玛措姆和多杰仁青说：“你们把学
校管理得很好，老师和学生都很好。
现在学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是
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学生没有理由
不好好学习，老师没有理由不好好工
作。”

在多杰仁青的记忆里，以前的课
堂教学是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教
案，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读，英
语、科学课开不齐，音乐、体育、美
术课缺老师，但每位老师都兢兢业
业，竭尽所能，几乎每年学校都有学
生考上内地西藏初中班。

学校的环境大变了模样，但老师
肩头的责任丝毫未变。

执教短短 3 年，熊丹丹已是学校
的教学骨干。年轻的她对学生很严
厉，学生“除了校长最怕的就是熊老
师”。

熊丹丹想起了自己。她也是从云
南大山里走出的孩子，幼时父亲在外
打工，初中开始寄宿，成长中一直缺
乏父母的陪伴，她对自己的学生有着
深切的同理心。

山村学生大多内向、胆怯，不敢
开口说话，熊丹丹要求每个学生课堂
上积极发言，越不主动举手越容易被
她点名。作为二年级班主任，她“强

制”学生必须一两天洗一次澡，必须每
天换袜子，在她看来，“生活习惯养成
比学习习惯更重要”。

然而，她也有年轻老师特有的宽
容。比如课后，她会笑眯眯地看着孩子
们大呼小叫地玩手游。在她看来，只要
有正确的引导，手机游戏不是洪水猛
兽。

今年母亲节，很多学生主动给熊丹
丹写小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熊老
师，祝您母亲节快乐！”看着孩子们稚
嫩的字迹，她又好笑又感动——好笑的
是自己还没结婚，怎么可能过母亲节；
感动的是，“孩子们真的把我看作母
亲”。

数学老师任喜斌是 2015 年来此教
书的。他在读高中时便想当老师，上师
范实习时却有些动摇——当老师苦、
累。

“但最后等自己真当了老师，还是
觉得好，教书育人真的很有成就感。”
任喜斌带了4届毕业班，好几个考上了
内初班，他特别高兴。“这边孩子跟外
面比还是有些差距，基础不太好，要慢
慢教他们。”

在桑杰顿珠牺牲 13 年后，在他曾
经执教的西让村，他昔日的学生美朵措
姆接过了教鞭——今年4月，背崩乡小
学在这里附设了幼儿园。美朵措姆常会
想起桑杰顿珠——她终于像他那样成为
了一名老师，她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的老
师。

七
在背崩当老师，所有事都需要自己

做，每个人都身兼数职。
学校 10 位男老师，既是水工又是

电工。
平日师生用的是从山上接下的山泉

水，将竹子劈开做水管，泉水甘冽清
甜。但这里多雨，一下大雨山泉水就变
成泥浆水，无法饮用。

男老师自己动手，在房顶上搭起一
排排雨沟，下面用大桶接住，将雨水存
储下来保证师生生活用水。

当地经常停电，男老师会拉出柴油
发电机，确保教室照明。食堂的电磁
灶、电蒸锅无法使用，男老师又要挽起
衣袖，用泥巴垒灶台、用斧头劈木柴。

女老师也不轻松。
语文老师桑吉旺姆兼着学校仓库管

理员。食堂米面蔬菜由供货商供应，一
周送一次。因经常断路，仓库货架上摆
着土豆、白菜、冬瓜等易储存的蔬菜和
整箱的猪肉罐头。如果断路时间长，货
送不上来，“还要和炊事员从老百姓手
中收购食物，保证学生每餐两荤一素一
汤”。

学生家住得远，学校放“大周”，
一月放4天假。对很多孩子来说，学校
就是家。

“学校有两名专职生活老师，但实
际上，每一位老师都兼着学生父母的角
色。”白玛措姆说。

不放假的周末，老师陪着孩子们，
上自习、读课外书、做游戏、打球，帮
他们洗衣服、洗澡、剪指甲、理发。时
间长了，老师个个成了理发高手——白
玛措姆的技术最好，一个“小平头”几
分钟就能理完；多杰仁青理得比较慢，

但精细；熊丹丹会根据学生的要求，
“设计”相应的发型⋯⋯

几乎日日朝夕相处，师生间的关系
格外亲密、纯净。有时，学生会悄悄往
老师口袋放一颗糖；有时，老师坐着晒
太阳，一会儿身旁便挤满大大小小的孩
子。

白玛措姆的手机存满了照片，里面
最多的是一对可爱的儿女，女儿上初
中，儿子上幼儿园。学校到县城的家短
短 28 公里，可她经常两三个月才回去
一次。丈夫在县完小教书，工作也很
忙，懂事的女儿主动照顾弟弟。

一天晚上 8 点，儿子突然给白玛
措姆打电话，自豪地说：“妈妈，我会
用电饭锅煮鸡蛋了。”她吓了一大跳，
连忙斥责他用电太危险，儿子委屈地
哭了：“爸爸还在学校，姐姐也有课，
家里没有人，我实在太饿了⋯⋯”那
晚，她愧疚地睡不着觉：“我每天在照
顾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照顾不
上。”

第二天，一名家长到学校看孩子，
给孩子带了一小串葡萄。学生小心翼翼
地捧着 3 颗，拿给校长——她以为校长
和自己一样，从没吃过葡萄。

那 一 刻 ， 白 玛 措 姆 紧 紧 抱 住 学
生——“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这是这群在大山深处的老师，付出
后换回的最美好的东西。

八
第一次到背崩的人，很多都会惊叹

“这里就是世外桃源”。但对在此执教的
老师来说，对风光的好奇很快会消磨殆
尽。特别是在夜里，众鸟栖定，山影茫
然，最大的声音是虫鸣的呼吸，寂寞孤
独不由地涌上心头。

在背崩乡小学，30 岁以下的老师
17 人，95 后的熊丹丹是其中第三年轻
的。从学校回到她的家乡云南昭通，路
上至少四五天，但她还是“每个寒暑假
都回家”。她也是妈妈的女儿。2018
年，学校安装了 Wi-Fi，她可以和妈
妈手机视频聊天了，第一次向父母展示
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

在雨水绵绵、断水断网的日子，熊
丹丹会格外想家，“甚至有冲动立刻背
起包离开这里”。为了排解这份孤独，
她给自己找了许多爱好，练字、练武
术、养花。

今年初，在拉萨工作的男朋友和熊
丹丹分手了，原因很简单——距离。她
痛哭不已。是所养的花草和白玛措姆的
开导，让她渐渐从消沉中走出。

以前，学生常追着问熊丹丹：“熊
老师，你会带我们到六年级吗？”她会
有意含糊答案。

现在，她的回答很清晰：“会！”她
已经是本地人了——她把户口迁到了墨
脱。

对她而言，经历了哭和笑的人生，
必然是充盈的、成长的。

背 崩 乡 小 学 像 一 个 多 民 族 大 家
庭——32 名专任教师，其中 12 人是门
巴族、13人是藏族、7人是汉族，都住
在校园两栋教师周转宿舍里。每天的阳
光体育大课间，所有师生一起跳欢快的
门巴族锅庄。

多杰仁青的妻子索朗旺姆是学校语

文教研组组长，两人一同教书。他们希
望两个儿子“长大后到外面的世界闯一
闯，长了见识再回这里当老师”，因为
这里需要敞开胸怀迎接山外的世界。

甘肃人任喜斌与门巴族教师次仁央
杰在这里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并缔结
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可爱的孩子。

熊丹丹收获了友谊。她与次仁央杰
最投缘，两人经常泡在一起，即使一个
与男朋友约会，另一个也会“厚着脸皮
当电灯泡”。

网络的升级带来了流行的电视剧、
抖音快手以及新款手机游戏，业余生活
还是单调，男老师们会组队寻求一些刺
激。美术老师扎西花了 6200 元买了辆
越野摩托车，约任喜斌等3位男老师一
起骑摩托到临近的县城旅行，这是他津
津乐道的回忆。

在多杰仁青看来，年轻老师知识面
广，想法多、个性强，有时自己和他们
会有“代沟”，但在需要担当的时候，
他们表现得都很优秀。白玛措姆则认
为，没有人天生就会是好老师，只要给
年轻老师担子，“都是学校的顶梁柱”。

九
中国在以她从未体验过的速度发展

向前，背崩乡小学的老师也渴望融入瞬
息万变的外界。

他们喜欢上网购物，但卖家一听地
址，都不包邮。一次，熊丹丹网购了一
张漂亮的小书桌，价格只有四五十元，
但邮费却花了好几百元，让她心疼不
已。两个月后，桌子终于寄到学校，收
包裹时她已经忘了自己买过什么。

2008 年，多杰仁青被上级派到深
圳南山区前海小学挂职做副校长，他走
了两天才坐上了现代交通工具。此时，
深圳的地铁已开通4年。

在飞机上，他凑近舷窗，第一次
俯瞰一望无际的“世界屋脊”，也第一
次见到了他给学生形容过无数遍的大
海。

站在五光十色的深圳街头，大都
市的一切都让多杰仁青不适应，他还
是 怀 念 墨 脱 的 宁 静 。 如 今 11 年 过
去，前海小学所在的区域已升级为深
圳 前 海 合 作 区 ， 是 “ 特 区 中 的 特
区”，片区经济总量在千亿元能级持
续提升。

多杰仁青一直关注着深圳和前海小
学：“现在那里的节奏可能更快，也更
繁华，学校条件应该也更好了。”

相比学校其他老师，多杰仁青已经
很幸运，毕竟，他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
到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而学校里，还
有老师从未离开过西藏，大部分人是在
培训或上学时到过拉萨、林芝，几乎没
有人去过北京——那是他们最常给学生
讲的地方。

全校唯一确定去过北京的是“兵老
师”曹世学。2010 年国庆节，他利用
探亲带父母去了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到
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天，广场上
人山人海，远远挤在人丛中的曹世学，
用力地盯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十
在祖国西南方向，在距天安门广场

3382 公里的地方，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在校园高高飘扬。

那里，是一群平凡的老师执教的地
方。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西藏报
道组成员：张晨 高毅哲 周小兰 单
艺伟）

雅鲁藏布江畔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