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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40 年，退休 22 年。82 岁高龄
的“老校长”陈秉章先生鹤发童颜，精
神矍铄。如今，江苏省仪征实验小学的
校园里，退而不休的他，还坚持每周至
少花一天时间到学校听课，指导青年教
师专业成长。20 多年来，他累计听课
2000 多节。让“老校长”欣慰的是，
1985 年从他任校长时率先倡导启动的

“古诗文辅读”实验，经过多任校长 35
年的接力传承，仍在课堂中焕发出生命
力。

作为江苏省第二批特级教师、江苏
省劳动模范、全国著名小学语文教育专
家，曾经担任省六、七、八届人大代
表，陈秉章的从教人生一直以“诗”为
伴，诗教“老校长”的育人故事一直激
励着仪征实验小学的老师们。

凤岭建厕

陈秉章先生1938年出生在仪征市大
仪镇一个地主家庭，七岁丧父，家境败
落。自幼在附近一家私塾开蒙，诵读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
诗》，早诵、晚诵，诵读诗书兴味长，
为他后来创作古诗和开展“古诗文辅
读”实验打下“童子功”。

1958 年，陈秉章从仪征师范学校毕
业，被分配至仪征师范附属小学（仪征实
验小学曾用名）工作。“文革”时期，陈秉

章回原籍大仪镇凤岭小学任教。
当时的凤岭小学非常简陋，几间破

教室，旧报纸糊窗户，学校连厕所都没
有。为了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他从农户
家中借来板车，组织 6 名初中班学生徒
步到捺山砂矿搬运建筑材料。从大仪到
捺山将近 20 公里，高低不平的山村土
路，师生走到中午才到，吃的是自带的
饭团。回校的路虽艰难，但师生协力同
心，拉的拉，推的推，一路上号子声、
欢笑声不断，披星戴月返回学校。

师生齐动手，很快凤岭小学历史上
第一所男女厕所便建成了。老校长在回
忆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什么
叫劳动育人？这，就是。

池边看柳

仪征实验小学校报取名 《泮池新
柳》，2005 年创刊号，特地请老校长题
写“贺词”，老校长融古出新：“泮池育
新柳，传承一鉴开。”

2013年，仪征实验小学搬迁至现在
的新校址，老实小原有的许多参天大树
都没有搬过来，唯独一棵两合抱粗的老
柳树被移植到新校园的广场上。许多新
教师不理解，柳树并不是什么稀罕的树
种，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移植一
棵柳树？这其中也有“老校长”的故
事。

在学校的老校址，每年春天，都会
看到一些语文老师带着学生到校园内的
小池塘边观察垂柳，边写观察日记。
2005 年 春 天 ， 池 塘 边 的 老 柳 树 因 虫
蛀，树干中空，摇摇欲坠，学校工友
建议伐去，另植其他树木。一些老教
师反对这一建议，理由是带领学生到

“池边看柳”是陈秉章先生多年的作文
教学传统，在他的著作 《小学作文教
学艺术论》 中，多次提到带领学生观
察池边垂柳，写观察日记的经历。很多
当年跟着老校长开展作文教学研究的老
师也有带领学生“池边看柳”的习惯。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池边看
柳”是实验小学师生多年的传统，池边
的柳树也成为多少实验学子魂牵梦绕的
存在。

为了池边过往师生的安全，又兼顾
“池边看柳”的传统，最终学校决定伐
掉蛀空的柳树，新植健康的垂柳。几代
实小人在这柳树身上倾注感情，挥洒笔
墨。2013年，搬迁新址时，移植老柳树
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望，大家明白，这样
做是文化的传承，是在向陈秉章那一代
老实小人致敬。

诗文入教

说起仪征实验小学的“古诗文辅
读”实验，就不得不提这项实验的首倡

人陈秉章先生。35 年来，这项教学实验
已硕果累累，逐渐发展成为学校的办学
特色。

上世纪 80 年代，陈秉章从报章阅
读、专家报告中获知，中共中央1981年
37 号文件有关于“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
读点文言文”的指示，他就开始琢磨如
何在小学开展“古诗文辅读”实验。经
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85年，陈秉章先
生率先在仪征实验小学启动“古诗文辅
读”实验。

凡事开头难，只怕意志坚。“古诗
文辅读”实验一无教材，二无师资，但
是在陈秉章先生的有力推动下艰难起
步，逐步壮大，最终形成仪征实验小学
享誉大江南北的品牌课题和教学主张。
在陈秉章担任实验小学校长期间，首届
和第二届“全国古诗文教学研讨会”都
在仪征实验小学召开，1997年仪征实验
小学被中央教科所授予全国“诗文辅读
实验学校”。

十年磨一剑。陈秉章在他退休前的
13 年，一直专注“古诗文辅读”实验，
主编有 《小学古诗文辅读》《古诗文读
本》 等古诗文辅读教材，撰写多篇古诗
文辅读经验文章，使仪征实验小学在成
为“省内一流，全国知名”的名校道路
上迈进一大步，也为后来者开辟了广阔
的研究天地，打下扎实的研究基础。

倡导的实验，经过35年的接力传承，仍在课堂中焕发出生命力

陈秉章：诗教“老校长”
特约通讯员 蒋斯亮 丁宏喜

今年秋季开学前，甘肃省张掖市民
乐县南丰镇玉带村村民白龙珍和高华带
着一份有18名村民签字的“联名信”找
到了时任南丰学区渠湾小学校长樊有
孝。村民们的“诉求”很坚决，要求把
村小并入南丰寄宿制小学，这让正在为
此事“发愁”的樊有孝心中一喜。

“教学点学生少，加之教师年龄老
化，教育教学质量滑坡，校园缺乏生机
和活力。家长们有些着急，我们更急。”
樊有孝说，上世纪80年代，渠湾小学有
400 多名学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
伐加快，学生数量逐年减少，2017年减
少到 80 多人，2019 年成了 49 人，今年
开学前就只剩下18名学生。

不只是渠湾小学，与之邻近的炒面
庄小学和边庄小学也遇到了同样的困
境。这几年，围绕教学点的“去”与

“留”，南丰学区曾多次密集调研，召开
座谈会，听取村民、村干部、老师和镇
上的意见。在村民自发自愿的基础上，
今年秋季，渠湾小学、炒面庄小学和边
庄小学整体并入南丰寄宿制小学，一起
并入的还有教师和多媒体教学设施等教
育资源，困扰樊有孝多年的难题迎刃而
解。

“农村学校要提质发展，优化整合资
源是有效的路径之一。但‘撤点并校’
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哪怕只有一个
孩子，我们也要想方设法保留教学点。”
南丰学区校长史得红介绍说，并校后的

优势也显而易见，“盘活了教师存量，年
轻教师全部到一线，课堂有了活力；班
上学生多了，有了互相学习、相互比拼
的氛围，老师讲起课来更有劲；丰富多
彩的活动开展了起来，学校充满了欢声
笑语⋯⋯”

南丰学区的变化并非个例。近年
来，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农村“麻
雀型”学校增加，为解决“城镇挤、乡村弱”
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矛盾，进一步优化教育
资源，民乐县大力开展农村小学布局调整
工作，将 50 人以下规模较小学校向邻近
50 人以上规模较大学校进行适度合并，
推进农村小学优质均衡发展。

据统计，2017年以来，该县按照就
近入学、方便家长的原则，合并小规模
学校 94 所，分流学生近 4000 人、教师
550 人，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与此同时，积极构建“两高四初十小十
五幼”城区教育布局规划，进一步扩充
城区教育资源，新增学位 4500 个左右，
有效缓解了城区“上学难、上学挤”和

“大班额”等难题。
为解决撤点并校后学生上下学路途

变远、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县财政每
年拨付补助资金 170 多万元，由县运输
公司提供正常运营车辆进行运送，学校
则安排专门教师每日随车负责学生上下
学运送途中的安全管理。此外，学生中
午统一在食堂就餐，让家长腾出手务农
务工搞生产，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
并校重组后的农村学校如何提质

呢？师资队伍是关键。民联学区是民乐
县最早探索撤点并校的学区之一，2016
年全学区有 20 所学校，其中 50 人以下
的教学点就有15所，通过撤点并校，目
前该学区只剩下6所学校。“撤点并校的
最大好处在于盘活了教师资源，激发了
教师队伍专业成长内驱力，从而带动了
农村教育向优质和特色双向迈进，营造
了良好的教育生态。”民联学区校长刘佳
国欣喜地说，在近几年的全县小学生学
业质量检测中，民联学区一年一个台
阶。2019年，超越了城区名校，跃居全
县小学“榜首”。

边玉玲原来所在的六坝学区东上坝
小学只有 6 名教师、30 名学生，除了带
一、二年级的数学课外，她还要兼带
音、体、美等课。2019年，东上坝小学
并入六坝小学后，边玉玲只负责四年级
一个班的数学课，“过去，班上学生少，
缺少精气神，上课基本上是自说自导，
没有激情和活力。现在，班上学生多
了，学生们争相回答问题，合作探究的
气氛热烈，我上课也有了激情。”

变化的不止于此。到六坝小学后，
边玉玲的时间“富裕”了，一轮“听评
课”、同课异构教研活动走下来，她感觉
自己和其他教师相比“差距很大”。在反
复和“新同事”学习、交流的过程中，
边玉玲找到了自己的“教学节奏”，去年

12月她被评为校级骨干教师。
这和教师队伍的重组不无关系。为

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活力，近年来，民
乐县还通过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
度，“输血”与“造血”并重，通过送教
下乡、联片教研活动等多种形式倒逼年
轻教师成长，推动了县域内各学区、校
际间的师资趋于均衡。同时，积极拓宽
教师补充渠道，2013以来共补充新教师
439 名，全部充实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

据统计，近两年，该县累计实施教
师轮岗交流 458 人次，中小学校长教师
参加各级各类培训 14738 人次，招聘优
秀年轻教师 132 名，调整优化中小学校
领导班子成员 72 名，教师队伍年龄结
构和学科结构不断优化，并形成了省级
37 名、市级 235 名、县级 402 名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坛新秀
和名师等优秀人才组成的骨干教师团
队。

“通过学校布局调整优化配置教育资
源，提高了办学质量和效益,逐步构建起
了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教育
布局结构，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健康、有
序、稳步、优质发展。同时，我们也欣喜地
看到，农村学生的学习、生活、运动环境进
一步得到改善，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提
升，为全面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推进奠定了基
础。”民乐县教育局局长李林学说。

优化布局调整 推进优质发展

巧用“加减法”盘活农村教育
本报记者 尹晓军 特约通讯员 陈有金

■特别关注 ■基层发现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涌泉小
学是一所年轻学校，10 年前，该
校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占了 80%
以上，年轻教师多，非师范生多，
跨学科教师多，如何让这批教师
实现快速成长，成为了学校发展
的紧迫问题。

10年后，该校195名教师中，
有“湖南省青年精英教师培养对
象”2人，“省教学能手”1人，“郴州
市骨干教师”16 人，“北湖区骨干
教师”30 人，“北湖区十佳教学能
手”10 人，中小学副高级教师 15
人，中小学一级教师104人。

虽办学只有17年，该校却拥
有“全国特色学校”“全国体育工作
示范学校”“全国文明礼仪示范基
地”等“国字头”称号 6 项，省级以
上荣誉称号更是多达100多项，是
郴州市有口皆碑的品牌学校。

涌 泉 学 校 何 以 好 老 师“ 泉
涌”？

涌泉小学2003年建校，建校
之初也曾困惑于新建学校一个普
遍面临的难题：虽然现在培训很
多、学习机会很多，但是往往只有
少数人“冒尖”，年轻教师大面积
成长慢，制约了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整体的提高。

“为什么大多数人出不来？”
学校党总支书记雷富光一直在反
思，他认为，在管理上，学校往往
像培养“尖子生”一样，把资源聚
集在少数老师身上，打造少数“名
优教师”；在学习动力上，不少老
师一本教材打天下，教师成长动
力源问题没有解决；在学习方式
上，培训、讲座、上网、集体备课等
学习方式很多，但难以找到最有
效的学习方式。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涌泉小学大力推进以“团队”

为关键词的改革，从制度层面，组
建起管理团队、业务团队、兴趣团

队、生活团队等各式各样、大大小
小的上百个团队，并在全校教师
中开展“创建优秀团队，创建优质
课堂”的“双创双优”活动。

改革的核心是，由个人竞争
转变为团队竞争，在教学、教研、公
开课、赛课、活动等形式上，都是以
团队形象出现，而不再以教师个人
形象出现；在绩效考核上，改变过
去以个人为单位的考核方式，变成
以团队为单位的考核方式。

于是，在涌泉小学，出现了与
许多学校不一样的现象。老师上
公开课，不再是找资料、备课、上
课都是一个人完成，而是全体教
研组老师参与这堂课的备课，并
至少由 4 名教师上台，一人说课，
一人展示，一人分享，一人答疑，
展示集体智慧。而他们面对的，
是其他教师团队的提问、点评。

在奖金发放方式上，学校质
量奖不再是发放到个人，而是发
放到教研组和年级组；比赛获奖
得的奖金，也不再是发给个人，而
是发到整个磨课团队。

团队考核，带来了成长方式
的深刻变化。

“一个人优秀不是优秀，团队
的优秀，才是优秀，因此，每个团
队的凝聚力都越来越强”。教师
王姣说，考核个人，老师们可能更
注重提升自己的素质，现在不仅
个人要优秀，还要帮助团队进
步。对此，她形象地比喻为“不但
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且
要让大家共同富裕”。

“一个人领着十个人成长，和
十个人帮一个人成长，那是完全
不同的。”雷富光说，学校坚信并
一直践行着一个理念：要教育好
学生，必须先培养好教师。17 年
来，涌泉小学的青年教师大面积
快速成长，团队成为了“发动机”

“加速器”。

湖南郴州一所小学青年教师大面积快速成长——

涌泉小学好老师
何以“泉涌”？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李茂林 李让恒

■看基层

■基层速递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特约
通讯员 柴安成）“只要30分钟
的车程，在这里工作生活都很方
便。”10 月 20 日，侯婷来到湖北
省安陆市王义贞星火小学报到，
漂亮的校园环境，干净整洁的周
转房，热情的同事，礼貌的学生，
一下打消了她当初的顾虑。

2020 年，安陆市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经过笔试、面试及体检、资
格审查、选岗等程序，当日，新

招聘的 72 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全部分赴 29 所农村学校上
岗。“侯老师的加入，其在音乐
方面的特长，为学校艺术教育带
来了新活力。”星火小学校长陈
慧丽说。

近年来，安陆市不断完善农
村学校教师长效补充机制，5 年
来，共招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615名，有效解决了农村学校
师资短缺、结构性缺编问题，为
乡村教育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湖北安陆

完善农村教师长效补充机制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李雪
峰 王春丽） 日前，山东省威海
市鲸园小学开展一系列环保教育
主题活动，先后举办“生活垃圾
分类”主题绘画活动，“变废为
宝”“节能低碳我能行”等劳动
实践教育，使学生树立绿色、低
碳、节能的理念，增强学生的环
保意识。

威海市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注重加强中小学生的环保意识，
大力宣传“无废”校园理念，在
全区中小学生中开展“无废”学
校试点校创建活动，进一步优化
育人环境。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将“无废理念”融入环境教育课

堂、课内外活动以及学校管理的
各个环节，全面普及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知识，增强师生的资源
节约和绿色消费意识。各中小学
校充分利用宣传栏、墙报等，强
化“无废理念”宣传，引导学生

“低碳”包书，不使用塑料书皮
等，树立学生资源节约和绿色消
费意识。开展“小手拉大手”活
动，将学校内师生的“无废”实
践活动延伸到家庭、社区等。到
2020 年底，完成全区 70%左右
中小学“无废”学校试点校创
建，培养中小学生形成良好的环
保意识，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
惯，增强社会实践能力。

威海环翠区

开展“无废”学校试点校创建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赵长
顺）“这株红薯长得之所以多，
我 认 为 是 前 期 用 了 藤 蔓 育 苗
法。”五年级学生石苾祺抢先发
言。这是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
桑园小学在劳动基地开展的一节
劳动体验活动中的场景。

像密云区太师屯镇桑园小学
这样，依托农村独特资源，构建劳
动课程，通过劳动实践的形式，融
合种植养殖体验、科学探究、农业
文化、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等多元
要素，以“小”课程开展“大”劳动

教育，在地处北京郊区密云的各
个学校都普遍存在。

“ 因 地 制 宜 地 开 展 劳 动 教
育，构建时代特征与区域特色相
结合的劳动教育体系，是密云今
后努力的方向。”密云区教育工
委书记张文亮说，劳动教育将融
合相关学科、文化传承、主题活
动，特别是与德育、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融合渗透，从而实现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念、提升劳
动能力、培育劳动精神、形成良
好劳动习惯的育人目标。

北京密云

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

村娃“抖”汉服传礼仪

近日秋高气爽，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北
岭中心小学开展做知书达“礼”好少年活
动，学生化身网络“小主播”，穿汉服、行
汉礼，在室外拍摄短视频，借助网络载体，
让全校学生感受中国传统礼仪的魅力。

刘继东 摄

▶图为教师为准备上场的“小主播”化妆。

▲图为北岭中心小学师生拍摄视频节目《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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