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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选对了，我早该来了”

———记四川省邻水县九峰乡金坪村小学支教大学生朱琼

■

特约通讯员 张志高

通讯员 邓晓宏 张飞

“贫困， 是山区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 改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只有一个想法： 让更多的人了解

山区， 关注山里的孩子。 我想把分

钟换成小时过， 这样就可以和孩子

呆久一点， 多为他们做点事！”

近日， 一辆满载新办公桌的货车停靠

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九峰乡金坪村的路

边， 两名教师带着一群孩子高高兴兴地将

办公桌从车上搬进村小办公室。“多亏了支

教大学生朱琼啊， 这可是我们村小第一次

添置新办公桌。”九峰乡中心学校校长熊德

刚对记者说。在熊德刚的指引下，记者见到

了朱琼，一米六的身高，戴着黑框眼镜，身

穿带帽T恤，充满朝气，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批办公桌是内蒙古一名建筑工人

捐款购买的， 原本想给学生添置课桌，

可钱实在是不够， 我征得了捐款人的同

意， 用这笔资金购买了办公桌， 改善一

下教师的办公环境。” 抹掉额头上的汗

珠， 朱琼笑呵呵地说。

21岁的朱琼， 是河南省司法警官职业

学校法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 她为何辗转

来到边远贫穷的金坪村小学支教？ 在她支教

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记者通过多

日的采访，发现了一位支教女孩的青春故事。

帮大山里的孩子圆梦

1990年8月， 朱琼出生在江苏省徐州

市丰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父母做生意，

八个月大的她便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是爷爷奶奶教我学会了感恩， 现在

从事义务支教，他们也是我的坚强后盾。 ”

朱琼告诉记者，在她还小的时候，只要有

乞讨者上门， 奶奶总会端上一碗饭给他

们，要是一天遇上几批乞讨者，奶奶甚至

会做好饭，留他们在家里吃。 在爷爷奶奶

的带动下，自打懂事起，她就把帮助别人

作为了自己的责任。

2008年汶川地震时，还在念高中的朱

琼很想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她只身跑到

南京报名当志愿者，因为年龄还小，人家

不接收，她当时就急哭了。 最后，倔劲十足

的她跟着别的志愿者到了四川绵阳。“在

绵阳做志愿者时， 我深入了解了巴蜀大

地，渐渐地热爱上这方热土，这也许就是

我来邻水县支教的初衷吧！ ”朱琼说。

朱琼在准备支教前， 河南省司法警

官职业学校为她安排的实习单位是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学校甚至表示， 她留

在学校实习也可以。 可朱琼却说： “大

山里的孩子也有理想， 但他们的圆梦之

路比城里孩子困难多了。 我要帮他们！”

艰苦环境难不住坚强的人

2月的一天， 春雨淅沥， 朱琼拖着笨

重的行李， 穿着雨靴打着伞来到了邻水

县九峰乡金坪村小学。 邻水县属典型的

丘陵农业大县， 金坪村小学是九峰乡中

心学校下辖的一个教学点， 学校坐落在一条

狭长的小山沟里。 学校有一至四年级4个班

60名学生， 4名教师都是当地人， 每天放学

后， 师生们各自回家， 只留下朱琼独自住在

一间闲置教室里， 夜晚的校园空荡荡的， 冷

清得让人有些害怕。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难住坚强的朱琼。 最

艰苦的学校才是她的首选， 金坪村小学只是

其中一站。 在来金坪村小学之前， 朱琼已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上下黄

小学呆了近半个月。 朱琼对记者说： “走进

金坪村小学简陋的校舍， 躺在临时的寝室

里， 我知道这地方选对了， 我早该来了！”

3月2日上午，朱琼没有课，于是，她应熊

德刚的邀请来到了九峰乡中心学校。

“我本想带她到处转一转， 可朱琼却不

领我这个‘向导’ 的情……” 九峰乡中心学

校廖老师笑着告诉记者， 一走进中心学校，

朱琼就要给孩子们上课， 再加上学校正缺音

乐老师， 于是给她安排了三节音乐课。

“连续上三节唱唱跳跳的音乐课， 精力

旺盛的男教师可能都吃不消， 更何况她一个

女孩子。” 廖老师说， 他正担心朱琼的时候，

下课铃声响起， 朱琼开心地走出了教室。

“下午， 金坪村小学四年级还有两节作

文课， 孩子们都在等我。” 朱琼顾不上休息，

在中心学校食堂匆匆吃了午餐， 就返回了金

坪村小学。

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到金坪村小学支教以来， 朱琼通过微博

记录着自己的支教历程， 她的义举感动了她

的同学和朋友， 感动着她的家乡， 也感动着

许许多多社会爱心人士。

记者采访时，村小办公室里堆放着各式各样

的包裹。“这些包裹都是全国各地寄来的，有橡皮、

文具盒、作业本、衣物等。 ”朱琼笑言，她的微博引

起了社会各界对金坪村小学的关注， 她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她的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爱心人群。

“我寄了1000元，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代

我向朱琼问好，我从心底佩服这个女孩。 ”

“我是在海南就读的宁夏学生， 我从微

博上看到了朱琼的事迹， 暑假我也来支教。”

“我的老乡朱琼在你们那儿支教，我很感动，

我买了一些文具寄到你那儿，麻烦你带给孩子。 ”

在九峰乡中心学校廖老师的手机里， 保

存着一条条满含对山区孩子关爱的短信。 廖

老师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 他每天都会收到

全国各地发来的信息。 而最让他感动的， 是

徐州山河绿源果蔬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还专

程驱车20多小时来到金坪村小学看望孩子。

截至目前， 金坪村小学已收到爱心捐款近

3000元， 学习用具和各种生活用品4000多

件。 记者近日获悉， 五星电器徐州分部李刚

总经理表示， 他们将捐助金坪村小学。

故事汇

不让成果在书架上“接灰”

———华东交通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纪实

■

本报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李彩艳

在日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 由华东交通大学校长雷晓燕教授

带领的科研团队完成的 《车辆轮轨诱发

的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项目， 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不过， 与荣誉和奖项相比， 更让

雷晓燕自豪的， 是学校自上而下形成的

校领导、 老师、 学生全员参与的科研氛

围， 大家潜心研究、 融合相长， 不让科

研成果在书架上“接灰”， 而是将其成功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成为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 “只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科学研究才真正有价值、 有

意义。” 雷晓燕说。

凭借过硬实力中标国际项目

高速铁路在给人们出行带来巨大便

利的同时， 所引发的环境振动和噪声问

题也日渐突出， 这一问题已被列为世界

七大环境公害之一。

面对这一国际公认的环境难题， 早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华东交大就组建了

“铁路环境振动与噪声” 科研团队， 从基

础研究、 关键技术研发， 再到工程应用，

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之路。

2006年， 泰国重大项目“曼谷新机

场铁路连接线噪声与振动研究” 国际招

标， 吸引了比利时、 德国等国众多公司

竞标。 雷晓燕的课题组凭着过硬的实力

成功中标， 他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的减

振降噪方案在“曼谷苏瓦纳布米机场铁

路连接线” 中的运用获得成功， 完全满

足了城市区域环境振动与噪声国际标准，

获得国际咨询专家组高度评价。

华东交大陈梦成教授所带领科研团

队， 则瞄准国家节省资源、 减少污染、

降低排放与提高公用服务产品安全性战

略决策， 致力于基础建设中重大工程新

材料和新结构安全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与

技术开发。 他们的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

于国家与地方基础工程设计建设中， 既

有国家重要工程， 如沪宁高铁地方线、

沪昆高铁南安段， 又有地方项目， 如江

西华龙国际大厦、 南京市江心洲夹江大

桥等， 均取得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大兵团”作战提速产业发展

提升科研水平离不开优秀的科研团队，

华东交大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 瞄准相关

学科国际前沿， 组建了多个科研团队。 正因

为这样的“大兵团” 作战， 充分发挥了多学

科优势， 使学校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基

础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

由刘燕德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 先后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基

金等项目资助下， 紧紧围绕江西省科技创新

“六个一工程”， 长期致力于果品品质和质量

安全光电子智能探测技术研究。 他们针对我

国水果产量高但国际竞争力弱的现状， 研究

推出了果品品质光电子智能探测技术与分选

装备， 实现了果品品质的无损光电子探测，

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市场垄断， 为促进我国果

品产业的快速发展、 保障农民增收起到了重

要作用。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国， 但在很

长一段时间， 我国稀土是“黄金卖出白菜

价”。 如何将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

济优势？ 杨辉教授科研团队研发的“稀土萃

取过程智能优化控制技术”， 填补了稀土萃

取过程控制领域的技术空白， 有效提升了我

国稀土工业自动化生产水平， 对实现稀土工

业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提供了理论支

撑。 目前， 该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某稀土公司

萃取分离生产线， 为企业每年带来新增

421.9万元的经济效益，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本科生参与重大课题研究

华东交大电力电子专业的学生武群芳，

在本科期间就已经投入研究生实验课程的学

习， 成为了叶满园老师的助手， 参与叶满园

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Walsh函数

多电平逆变器多波段SHEPWM控制技术研

究” 的课题研究。

“武群芳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 提

前准备好实验所需的书籍、 材料等。 该项技

术研究需要不停地做好记录工作， 而且不同

波段的SHEPWM控制技术也需要细致、 精

准， 她做得很仔细。” 叶满园说。

华东交大信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肖湘和

陈欢是姜楠老师的学生， 他们都参加了姜楠

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面向桥梁隧

道结构健康监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自组织演

化模型研究” 的工作。

肖湘说： “在实验中， 面对姜老师的

严谨细致， 我们会更加细心； 在写报告

时， 看着本子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数据，

我们更感欣慰。” 正因为他们参与课题，

肖湘成为“2011年华东交大学术之星”，

陈欢则获得了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奖

学金。

华东交大土建学院院长潘阳告诉记者：

“教学课本多少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让学

生直接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 参加学科组的

实验， 轮流定期制作演示文件， 不仅能够让

学生开阔视野， 站得更高， 而且能够了解更

多前沿知识。”

“为鼓励全校师生积极投身学术科技活

动， 激励大学生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学校

还制定了 《关于推进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

动的规定》， 同时制定了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活动导师‘一拖四’， 管理办法， 即每位教

师最多只能带4名学生， 指导和协助学生开

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并为其指导解决实际

技术问题。” 雷晓燕说。

一天“孝心假” 一份情无价

———河北宁晋县职教中心开展感恩教育小记

■

本报记者 杨占苍

前不久， 河北省宁晋县职教中心专

门给教师王瑞盟放了一天特殊的假———

“孝心假”。 因为这一天是王瑞盟父亲的

生日。 王瑞盟带着学校为老父亲买的生

日蛋糕以及自己买的水果、 美食等， 与

全家人开开心心团聚在餐桌旁， 举杯祝

福70多岁的父亲健康长寿。

2011年秋季开学， 河北宁晋县职教

中心出台规定， 凡教师的父母、 岳父母、

公婆过生日， 教师都可带薪休假一天，

尽一份孝心， 让老人享天伦之乐。 为此，

学校还专门对该校全体教师的父母、 岳

父母、 公婆的生日进行了详细登记。 不

仅是教师及其家人感受到了“孝心假”

带来的温暖， 学生的家长们也感受到了

别样的幸福。 学校规定， 学生入学当天

即填写 《职教集团学生父母生日登记

表》， 由班主任负责， 在学生父母生日前

一周内寄送生日贺卡， 并提醒学生本人，

在父母生日当天通过电话等方式为父母

送上祝福。

“孝心假” 的设立得到了全体师生和

家长的认可。 王瑞盟欣慰地说： “我们

当教师的， 工作本来就很忙， 学校要不

放假， 再赶上工作日， 我根本不可能挤

出时间给老人过生日。” 一位学生家长

说： “第一次听到孩子在电话里祝我生

日快乐， 我都愣住了， 真没想到孩子还

记着我的生日， 我觉得孩子上了职教中

心后一下子长大了。”

宁晋县职教中心校长蔺立强告诉

记者， 设立“孝心假” 是学校开展感

恩教育的一个部分。 “现在的孩子普

遍缺乏感恩之心。 要感社会之恩， 感

国家之恩， 首先要感父母之恩， 给老

师放‘孝心假’ 也是对学生的教育。”

除此之外 ， 宁晋县职教中心还遵循

“成才先做人” 的办学理念， 开展了国

学进校园、 进课堂活动， 聘请国学讲

师为导师， 突出“孝亲、 爱友” 主题，

定期为师生进行讲座， 培养师生的美

好品德。

校服都由政府发

上学啥也不用带

云南新平加快发展贫困山区民族教育

■

本报记者 杨云慧 通讯员 王韶琨

近日， 记者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

族傣族自治县采访， 见到了该县新华乡

白达莫小学6年级女生易琼仙。 身穿蓝白

两色的校服， 易琼仙黑红的小脸被衬得

清爽又好看。 她开心地说： “这是这学

期开学时， 学校发给我们的新校服。”

新平县是玉溪市少数民族较为集中

的地区， 近年来， 该县政府不断加大教

育投入， 近期又投入198万元， 为全县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购置了近3.3万套校服。

加快贫困山区民族教育发展已成为

玉溪市促进教育均衡的最大课题。 今年

春季， 玉溪市对贫困山区学生的生活补

助， 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20%。 而

自2005年起， 玉溪就开始在这些地区实

施“三免一补” 政策， 与国家实行的

“两免一补” 相比， 多免了一项文具费。

在玉溪市推出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上，

新平县也出台办法发展民族教育。 山苏

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在玉溪市有1万人

口， 近1700名山苏学生分布在新平、 元

江、 峨山3个县。 山苏学生早在2009年秋

季学期就享受到了在国家标准基础上提

高了20%的生活补助。

长期以来， 由于多种原因， 山苏人

受教育程度都很低， 新平县白达莫村的

两个山苏人村民小组迄今还没有真正的

小学毕业生。 易琼仙就是山苏人， 她小

学毕业后， 将成为这两个山苏人村民小

组中第一代小学毕业生。

易琼仙告诉记者， 小学毕业后， 她

还想到乡里读初中， 然后再到县里读高

中。 易琼仙有了这样的梦想， 是因为她

在求学过程中没有因为家庭贫困而有任

何后顾之忧。 在享受“三免一补” 的同

时， 她还享受县里免费提供的学习资料，

其实已算得上是“四免”。 她现在每天还

有3元的营养改善补助。 除此之外， 学校

距家单程超过6公里或6公里以上的的学

生， 每生每年还有200元或400元的跨乡

（村） 交通补助。

现在， 通过企业捐赠和政府投资，

新平县还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购

置了1.6万余套床上用品， 每名寄宿生都

有一套新被褥， 易琼仙也不例外。

白达莫小学校长普兰芬高兴地说：

“我们的学生现在可以甩着手来学校读书

了， 什么都不用带。”

新平县还针对人口较少的山苏人开

办了初中“山苏班”， 包吃、 包住、 包学

习， 学生进入高中阶段， 仍可享受“三

免一补” 政策。 除了山苏人以外， 当地

的彝族、 傣族等少数民族孩子也得到了

惠民政策带来的温暖。

为了让学生生活得更好， 新平县还

大力开展以小基地、 小门市、 小猪圈、

小菜园、 小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勤工俭学

活动， 现已建勤工俭学基地254个， 学生

参加勤工俭学面达95%以上。

白达莫小学在校园里开辟了两亩多

的基地， 开学不久就种上了各种蔬菜，

过一段时间就能采摘了。 普兰芬说 ：

“有些蔬菜一个学期能收三茬， 学校100

多名学生吃不完的话， 我们就腌制成酸

菜存储起来。 通过勤工俭学的开展， 学

生现在每天都能吃上一餐肉。”

徐州孩子身强体壮

连续四年全省第一

本报讯 （通讯员 姚新文 ）

近

日，江苏省2011级大学新生身体素质

测试结果“出炉”，来自徐州市的大一

新生身体素质测试排名全省第一。这

也是该市连续四年在大学新生身体

素质测试排名中获第一。

据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强国介绍，

近年来，该市大力规范中小学办学行

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全市中小学

生身体素质稳步提升。 一是对学校开

齐开足课程、学生在校时间、作业量

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减轻学生过重

的课业负担。 二是深入推进体教结

合，大力开展体育特色学校、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和高水平运动队创建工

作。 三是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保

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东阿开通幸福班车

乡镇教师安心从教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李磊）

“我再也不用为恶劣的

天气而着急， 再也不用害怕路上疾

驰而过的大车了！” 近日， 山东省聊

城市东阿县牛店镇大李小学教师孙

海峰乘上教师班车后， 兴奋不已。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乡镇教师把

家安在了城区，由于上下班交通不便，

不少教师想方设法往城区调动， 影响

了乡镇学校的正常教学和健康发展。

为此， 东阿县决定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28万元， 开通四趟覆盖全县所有偏远

乡镇的教师班车。现在，该县在城区居

住的200多名乡镇教师结束了“风里

来，雨里去”的奔波之苦，上下班有了

“幸福班车”。 东阿县教育局局长李存

河说：“我们就是要为教师办实事，使

教师安心从教，乐于在乡镇教学。 ”

崇阳关爱留守儿童

政协委员结对帮扶

本 报 讯 （特 约 通 讯 员 张 曙

通讯员 沈胜祥）

为解决留守儿童亲

情缺失、教育缺失、生活失助、生活失

乐等问题，近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

县教育局联合崇阳县政协， 组织100

名政协委员与崇阳县实验二小的100

名留守儿童结对子，政协委员们承担

起了结对儿童的教养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 该县一直把关爱留守

儿童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双扶”

责任范围， 建立留守流动儿童托管

机构42所， 招募了3批次2000多名

爱心妈妈， 全县构建了学校、 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 ” 的关爱机制 。

2009年， 崇阳县被教育部、 人社部、

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农村留守流

动儿童工作示范县 （市、 区）”。

快 讯

一线教育人

YIXIANJIAOYUREN

创新一线

爱心传递温暖力量

大学即将毕业，朱琼放弃优越的实习机

会，独自走进大山，给山村孩子们带去关爱与

温暖。 年幼时，来自爷爷奶奶的影响，让她将

爱心传承，我们有理由相信，爱心更可传递。

朱琼的支教历程是一个温暖而美好

的故事， 她以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以大爱

为先、 以博爱为志的

90

后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 是的， 朱琼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

大山深处并非只有她孤单的身影， 太阳

下， 折射出的是一个可敬可爱的群体共

同的时代剪影。 一个又一个支教大学生

将青春与责任牢牢镶嵌在脚下的大地上，

将爱与奉献深深播入孩子们的心田。 在

支教之余，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延长着爱

心传递的 “脚步”， 为整个社会塑造了鲜

活生动的道德坐标。

榜样的力量定会推动社会前行。 我们

相信，成长起来的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后，也

会像朱琼那样，将爱心传递，去帮助别人，

用爱心驱散阴霾，用爱心温暖他人……

学校亮点

XUEXIAOLIANGDIAN

朱琼和学生们在一起。

织金传诵中华经典

国学读本走进小学

本报讯 （记者 朱梦聪）

日前，

贵州省毕节试验区织金县在全县小

学生中统一开设了国学经典地方课

程， 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

该县国学经典读本按小学一至

六年级分成6册，其中一年级为《三字

经》，二年级为《百家姓》，三年级为

《千字文》，四年级为《弟子规》，五年

级为《大学》，六年级则为《中庸》。 同

时， 他们还将县情知识融入其中，以

期让小学生了解织金县的基本情况，

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据悉，该

县小学阶段都已将这套国学经典作

为地方性教材进行教学。

广安徐汇牵手合作

资源共享长期交流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张志高

通讯员 周永宏）

近日， 上海市徐

汇区教育局、 四川省广安市教育局

教育合作交流签字仪式在广安市举

行。 双方建立了教育长期交流合作

机制， 并确定了广安中学等11所学

校分别与上海市中国中学等11所学

校为对口交流学校。

根据协议， 双方将建立校际合

作机制， 各确定11所中小学、 职业

学校和幼儿园， 缔结为友好学校，

建立长期交流合作机制。 同时， 开

展教育教学管理干部和教师交流，

广安市每年选派一定数额的管理干

部和骨干教师到徐汇区学习、 挂职，

并邀请一批徐汇区的优秀管理干部

和教师到广安考察、 讲学。 此外，

双方还将推进教育资源合作开发和

共享， 为教师专业成长服务。

基层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