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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徐徐展开，一名专注剪纸的女
子、3位亭下对弈的老者、4个手抱太子
参的娃娃相继映入眼帘，栩栩如生；其间
还点缀了一座拱桥、几缕柳枝、若干古民
居，这些意象巧妙地组合成一个“福”字。

谁的巧手剪出了这幅惟妙惟肖的卷
轴？她是一位多年坚持传承剪纸工艺的
教师，同时也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
福建省非遗项目传承人——福建省柘荣
职业技术学校剪纸教师郑平芳。

创造美：展现剪纸之美

“是什么让你数十年如一日地热爱
剪纸这项传统艺术？”作为剪纸工艺的
传承者，郑平芳常被问及“初衷”。

“就是喜欢，这也要感谢外婆。”郑平芳
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外婆有一手绣花和剪
纸的绝活，总能在针线和剪刀翻飞间绣出、
剪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图案，这让郑平芳
心动不已。这种创造美好的女红艺术，就
像一粒种子，悄悄地落进郑平芳的心田。

2000年5月，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
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剪
纸）”。柘荣的中小学教师纷纷走进袁秀
莹、王描眉等老一辈剪纸大师的课堂，接
受剪纸培训，郑平芳便是其中之一。

2008年，郑平芳从柘荣三中调往柘
荣职业技术学校，从一名中学美术教师
变成一位专职剪纸教师。她积极探索新

的剪纸形式和剪纸主题，采用各种颜色、各
种材质来剪刻，开发套色剪纸、多层剪纸、
立体剪纸，还融入阴阳剪相结合的技艺。

不仅如此，她还将剪纸与传统文化相
结合，使剪纸作品内蕴的传统价值越发深
厚，一系列荣誉也随之而来：2012年，郑平
芳被授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2018年，被命名为第四批“福建省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医宗药祖》获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传递美：倾力培育传人

“这个部分觉得太难了。”“不着急，
这里剪坏了，可以先放一放，一会儿再想
办法补回来。”在学生眼中，郑平芳温
柔、有耐心，很会发现学生的优点。这是
因为郑平芳深知，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普遍
存在学习困难、畏难等情况，要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引领他们建立信心。

如何帮助学生树立自信？郑平芳有时
还自掏腰包激励学生。她称学生的作品可
以装裱出售，而学生们从郑平芳手中接过
的“作品费”，都是她从工资里挤出的钱。

为让学生们快速成长，郑平芳倾力指
导与支持。为让剪纸工艺传播更广，郑平
芳则不遗余力地扩大传承范围。从2011
年起，郑平芳利用双休日去宁德市各学院
授课。2014年以后，她还和福建省福安
市老年大学退休老人交流、给宁德市蕉城

区各幼儿园的教师免费上课……
多年来，郑平芳给万余人上过剪纸培训

课，其中几百人成了剪纸人才。弟子们的成
长有效带动了剪纸文化在当地的繁荣发展。

融合美：播洒公益之美

“人要有慈悲心。”谈起学生的发展，
郑平芳不免提到一个让她最上心，也倾注
了最多心血的特殊学生群体——残疾学
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她带过的
残疾学生已超过30人。

在郑平芳看来，对残疾学生的帮助，最根
本的应是“改造心灵”，让他们获得价值感，引
导他们融入社会。郑平芳让他们从掌握基础
的剪纸技艺开始，感受自己的能力。其后，她
又将他们从剪纸的后台推到公益传承剪纸活
动的前台，让他们发挥所长，慢慢树立自信。

对残疾学生的关爱只是郑平芳热心公益
的一个生动缩影。多年来，郑平芳坚守公益剪
纸原则，开展公益剪纸传承活动，从来都自备物
料。她的剪纸作品从不出售，仅有的几次名
作拍卖，所得最后都捐赠给了有需要的人。

秉持着对剪纸工艺的热爱与执着，郑
平芳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剪纸弘扬传统文
化，用巧手彰显民间艺术之美，书写了非
遗传承人的生命华章。

巧手仁心剪出生命之美
——记福建省柘荣职业技术学校剪纸教师郑平芳

通讯员 李武 本报记者 黄星

伴随着清晨明媚的阳光，黑龙江省
抚远市乌苏镇赫哲族学校教师张国臣来
到了学校，烧水、收拾卫生、打开大
门。在赫哲族民歌的欢唱声中，张国臣
把一张张质朴可爱的笑脸接进这所最早
将太阳迎进祖国的学校。每当鲜艳的五
星红旗在教学楼前升起时，和张国臣一
同在此坚守了30多年的教师们，眼里总
会闪耀着和太阳一样灿烂的光芒。

抚远教育人，如初升之朝阳活力无
限，熠熠生辉。“坚持办有情怀、负责任
的教育，培养品学优、身体棒、有特
长、会生活的一代新人，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作为沐浴祖国第一缕阳光的教育
人，我们更有责任让阳光走进千家万户，
让我们的学生身上有阳光、心中有阳光、
未来能发光。”提起当地的“阳光”教育，抚
远市教育局局长王鹏感触颇深。

阳光照在发展的路上——

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

在抚远市所有单位公用支出压缩
10%的情况下，唯有教育不减反增；市
内各学校塑胶场地、标准化运动跑道全
覆盖；市内18所学校实现了光纤宽带接
入，城镇、农村学校宽带网络覆盖率均
达到100%……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经费
优先保障、教育问题优先解决，抚远把
基础教育工程纳入全市重点民生工程专
项推进，市委书记、市长亲自部署、亲
自抓落实、亲自抓推进。

让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
关键是强化全域师资力量，缩小城乡师
资差距。抚远持续落实好国家和省农村
中小学教师“特岗计划”、“三区”人才
支持教师专项计划，按需扩充脱贫地区
乡村教师队伍。选派市内学校中小学优
秀教师到乡镇学校支教，为农村学校提
供业务培训和教学指导，发挥示范作
用，提升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

“强师”工程全面启动，抚远大力打造
优质的教师队伍，为师资队伍建设注入新
活力。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
全市教师参加国培计划、能力素质提升、信
息化教学创新能力提升、信息2.0等培训项
目，累计参培达8000余人次。“青蓝工程”
全面推进，全市青年教师和优秀教师结成
帮扶对子102对，互学互帮效果显著。

“回首过去，我们在‘立德树人’方
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身边涌现出的

‘东极阳光’志愿队和‘东极阳光’雷锋
车队，正是接受了‘阳光’教育的广大
青年，以志愿服务的方式来回报家乡。
开启新征程，我们将继续真抓实干。”抚
远市分管教育副市长王敬俭信心满满。

阳光照进家长的心里——

一套“组合拳”解急难愁盼

“这回再不用火急火燎去接孩子了。
真好！”切实感受到了学校课后服务带来
的便利，作为社区工作者的李女士连连
称赞。乘着“双减”的东风，抚远市中
小学全面推进“自愿+多选”式课后服
务，以作业辅导兼特长培养为一体的服
务模式赢得了家长的好评。

何以解家长育儿忧愁，唯有家校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家校合力才能形成1
加1大于2的效果。幼小过渡、习惯养成、
青春期教育、考前焦虑，面对孩子的诸多教
育问题，大部分家长都很茫然。有了困惑
怎么办？咱就得想着为家长传经送宝不
是？”抚远市教育局教育股股长黄庆说。为
解决上述问题，该市教育局邀请家庭教育
专家进行专题讲座，近3000名家长受益。

抚远市为学生准备的一系列大礼包，
也让家长倍觉心头暖烘烘。新生入学“阳
光”分校、“阳光”分班，彰显教育公平；建立

“三残”儿童少年入学保障制度，确保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免试入学和随班就读，
为重度残疾儿童开展“送教上门”服务；义
务教育阶段推进免费“营养餐计划”，每天
一盒牛奶、一袋干果、一包饼干（或糕点），
饱了学生的胃，暖了家长的心……

针对父母长期在外地的留守儿童，
抚远市倾情关爱、暖心守护，依托心理咨
询室、农村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
少年之家等资源平台，建设留守儿童心理
疏导、课外活动基地34个，开展监护人动
态监测、教师家访等系列工作，使得137
名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有教、监管有人、活
动有地、生活有助”。

阳光照进学生的生活——

艺体活动“百花齐放”

“我们现在天天盼着上体育课。因为
体育课，我们可以挑选喜欢的老师，上喜
欢的课程。”谈及体育课，抚远市第二小学
学生张雨欣欢欣雀跃。

抚远市最近推行的体育课“上大
课”策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
热情。体育教师同上一节课，教学不同

的内容，学生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天赋、喜
好和特长自由“点餐”，自由选择喜欢的老
师和运动项目。第二小学教师自创的符
合学生心理、身体特征的“玩嗨——少儿
健身操”蔚为壮观，华夏东极国门红军小
学的“武学”三字经气势磅礴，第三小学的

“活力”舞朝气蓬勃，乌苏镇赫哲族学校的
民族竞技体育活动“鱼王角力”“顶杠”

“打兔子”趣味十足。
“校校有冰场，人人能上冰”也正从梦

想变为现实。抚远市充分利用广博的冰
雪资源，大力发展弘扬冰雪文化，创建冰
雪特色品牌学校，开设雪地足球、雪地轮
胎、冰上保龄球、抽冰尜、掷冰壶、雪地爬
犁、雪地拔河等冰雪运动项目。华夏东极
国门红军小学、第三小学、第一中学、第三
中学、寒葱沟镇中学均被评为黑龙江省百
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先进学校。

一校一品，让学生们“活”起来；搭建平
台，让学生们“乐”起来。按照“学校有特
色、学生有特长”的工作思路，抚远市各中
小学校探索构建“规范+特色”的办学模式，

“经典诵读、书香校园、阳光教育、赏识教
育”等办学特色逐步形成、日趋完善。各类
艺术活动也在抚远中小学大放异彩：成立
教师、学生合唱团，形成“校校唱响好音乐、
校校都有合唱团”的良好氛围；理化生创新
实验竞赛、人工智能机器人搬运赛等丰富
多样的赛事，为学生创新、创造搭建了展示
的平台。

“为学生一生负责，让学生全面发
展，为美丽人生奠基，是我们永恒的追
求；尽量让每一个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
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让每一名学生都
掌握一项特长，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抚
远市教育局副局长马吉艳言辞恳切。

黑龙江省抚远市坚持营造“阳光”教育生态——

迎着太阳幸福生长
通讯员 柴玉平 本报记者 王阳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践
行课标新理念，展现课堂新样态。日
前，江苏省镇江市举办“研学课堂”观
摩、交流活动，为江苏省镇江第一中
学、镇江市外国语学校、镇江市中山路
小学等70所“研学课堂”实验学校授
牌。这是镇江市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着
力提升课堂教学和学科育人质量的有力
举措。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义务
教育新课标颁布实施，对学生作业和课
堂教学‘双提质’成为教学改革的必然
要求。”据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
任谭庆仁介绍，自去年10月以来，镇
江市推进基于课堂教学体系重构的课堂
教学新样态——“研学课堂”的研究，
全面实施课堂提质工程。

为让“研学课堂”落地生根，镇江
市教育部门严把申报关，出台申报“研
学课堂”实验学校的具体条件，明确

“研学课堂”专项课题的选题范围，召
开“研学课堂”实验学校暨专项课题申
报培训会。同时，镇江市教育部门还充
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60项英语
阅读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申报工作，助推

“研学课堂”建设。
随着“研学课堂”深入推进，实验

学校为“理解新课标、践行新课标”提
供了一些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教学案例。

近日，镇江市分别在江苏省镇江
第一中学、镇江市外国语学校、镇江
市中山路小学举办各学科的“研学课
堂”展示活动，组织来自全市各地的
学科教师参与听课、听讲座，共同研
讨、交流。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开设了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等9门学科共18节
展示课，展示了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能力、构建“教学评一体化”实践体
系所取得的成果。镇江市外国语学校授
课老师们按照“研学课堂”的要求，围
绕教学目标、教学评价等要素精心设
计，同时结合学校小组合作学习的常态
化优势，激发学生求知兴趣。镇江市中
山路小学3位语文老师的课堂教学，紧
扣“艺术之美”这个单元主题，立足核
心素养，确立单元学习的总任务……一
堂堂对教学的结构进行重构，进行深度
研究，展示各个学科教学新样态、符合
新课程标准要求的“研学课堂”，让与
会老师深受启发。

镇江市教育局局长刘元良表示：
“通过‘研学课堂’教学样态的建设，
推进教学系统中的教学管理、教学资
源、教学技术和教学研究在属性上的相
互适应和匹配，形成良好的教学质态，
让镇江的课堂样态更美。”

江苏镇江实施课堂
提质工程——

“研学课堂”
落地生根

特别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李云涛）“定期邀请老党员、老
同志等‘五老’志愿者讲述革命故
事，或者邀请有关专家、学者、领导
作形势政策报告、讲党（团）课等，
从小培养学生的红色气质、家国情
怀，培养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可靠接
班人。”近日，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教体局副局长毕晶告诉记者，岱岳区
近年来让红色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
堂、深入学生心灵，用红色文化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

目前，岱岳区立足课堂主阵地，
将红色育人贯穿到德育全过程，充分
挖掘利用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深入推动红色教育资
源进教材、进学校、进课堂。“学校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到教学活动全
过程，结合教学内容，丰富教育内
容，寓诚信、爱国、敬业等人物、事
件等于课堂教学之中，在体现实事求
是、严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岱岳区教体局
少先队总辅导员姚欣说。

同期，岱岳区会定期组织引导党
员教师、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
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参观学习、聆听
讲解、寻访英雄人物、走一段英雄路
等，追寻英雄的足迹，感悟英雄的精
神，铭记光辉历史，弘扬革命传统，
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重要的实践
主题，融入教育教学，营造红色教育
的浓厚氛围，让青少年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把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
扉。

此外，岱岳区塑造出众多红色教
育特色品牌，据岱岳区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区教体局党组副书记、教育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吕华山介绍，当地全
力打造了教体系统“师德辉映党旗
红”党建品牌和全区学校“一校一
品”党建品牌，高标准拍摄制作《师
德辉映党旗红》《师德闪光 一路芬
芳》专题片，录制教体系统十佳微党
课，举行“师德辉映党旗红”演讲比赛等，为教育系统“输血壮
骨”。同时，岱岳区教体局还将党员教育和思政课教学有机融合，
制作100节思政“金课”和德育微课，打造10处红色校园党建长
廊，让学校的思政课堂搬出教室、走出校园、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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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摇号没摇上优质民办
小学，总觉得在教育上亏欠了孩
子，可入校这两年来，我深刻感
受到学校内涵的快速提升，孩子
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展示平
台。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让孩子
在家门口就上了好学校。”陕西
省西安市新城区坤中巷小学家
长曹吉说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

近年来，西安市新城区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以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纵深推进教育改
革创新，高质量创建“国家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国家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区”，实施“红色育人传
承、教育优先发展、队伍量质齐升、
办学品质提升”四大工程，全力办
好群众身边的公办学校，进一步
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最看重的是后宰门小学
优质的教育资源，孩子对于能来
这儿上学也非常开心，跟别的小
朋友说起来特别骄傲。”了解到
新建的后宰门小学幸福校区离家
不远，翁女士果断送孩子前来就
读。学校开设36个班，新增学位
1620个，是新城区新建学校中创
新管理机制，“提升一校，带动一
片”的典范。新城区新建市八十
九中学分校、后宰门小学幸福校
区，新增优质学位3020个，树起

全市“新校”即“名校”的新标杆。
同期，该区完成第二批8所“新优
质学校成长计划”，改扩建学校5
所，改造提升50余所，优质学位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全区实行“一长多校”，已涵
盖 42 所学校，占公办学校的
57%。动态孵化“名校+”教育
集团28个，实现了中小学、幼儿
园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培育“新
优质学校成长计划”13所，实现
全区教育品质实现整体跃升。
建立常态化的教师补充机制，实
施校长职级制改革，不断推进教
育家办学治校。

新城区教育局还打好“双
减”组合拳，做优做精课后服务，
解决家长后顾之忧，着力创设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教育
新生态。全区59所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参加课后服务，保持课后
服 务 全 覆 盖 ，学 生 参 与 率
87.83%，教师参与率 96.87%。
全区组建课后服务社团730余
个。秦川小学学生皮云蔚说：

“‘双减’以来，我的作业量大大
减少，有了更多时间去尝试设计
邮票、创编连环画、种花养殖等
新颖有趣的活动，周末还经常和
同学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生活变得丰富又快乐。”

西安市新城区实施“红色育人传承、教育优先发展、
队伍量质齐升、办学品质提升”四大工程——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公办校
本报记者 冯丽 通讯员 韩飞

■■基层创新

图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明德启南中学的学生们在农场采摘蔬菜。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劳动教育与实践，与社区共同建立“至
善农场”作为学生的劳动教育与实践基地。农场收获的成果一部分运送到学校食堂进行加工，让学生们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一部分
由学生志愿服务队赠送给学校周边的养老院，增强学生敬老意识。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基层探索

■■看基层看基层

日前，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嘉禾小学开设“禾”文化主题手工制作
课程。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禾”文化主题手工制作，用稻秆、
麻绳、冰棒棍子、废旧塑料制作笔筒、房屋模型等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甘甜/文 通讯员 王进冬/摄我身边的
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