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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递◢
杨赢：
将学生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 马朝宏

本报讯 6 月 15 日，全国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暨万名教师支教工作会议在新疆乌
鲁木齐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教师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新任务新要
求，进一步增强做好乡村和民族地区教师
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和主动性，鼓励有志青
年到农村、边远地区为国家教育事业建功
立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
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强调，这次会议是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的中期推进会、万名教师支教
计划的部署启动会，也是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的经验交流会，要站在新的历史时
期、新的战略高度，牢牢把握实施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理论
基础。一是基础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基
础，教师是基础的基础。要高度重视教

师队伍、特别是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将党中央国务院在教师队伍建设的宏观
布局、体制机制、资助体系上的一系列支
持政策实施好，切实提高教育改革发展
的综合效益。二是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
的 战 略 制 高 点 ，教 师 是 制 高 点 的 制 高
点。要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以
李保国、黄大年为典型标杆，着力加强高
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中国教育逐
步进入世界教育的先进行列。三是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教师是根
本的根本。要深刻认识教师在专业发
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
努力营造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

陈宝生指出，要坚持从全面决胜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高度、从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高

度、站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从实现西
藏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和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实施，
为两个计划的实施找好历史方位。

陈宝生强调，万名教师支教计划是
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加强西藏、新疆等地区教师队伍
建设的创新之举，是一项惠及西藏、新疆
各族干部群众的重大民心工程、民生工
程。要抓住选派严标准、工作高要求、使
用重激励、管理重关怀、服务优保障等五
个关键环节，打通实施万名教师支教计
划的“最先一公里”。

陈宝生要求，要全面落实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做到“五个落实”，打通实施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的“最后一公里”。一是抓
住一把手落实领导责任，把落实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纳入一把手工程，把计划落实作
为衡量一把手施政成效的重要依据。二
是抓住获得感落实效果，紧扣乡村教师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拿出硬
招实招，力求最大实效。三是抓住体制机
制落实改革举措，聚焦体制机制顽疾，盯
住干、持续办、改到位。四是抓住先进典
型落实引领措施，深入挖掘，认真总结，树
立可亲、可爱、可信、可学的典型，激励先
进，鞭策落后。五是推进热点难点问题化
解，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着力解决
大班额、学前教育入园难等群众关心的实
际问题。

中央新疆办副主任鲁昕在讲话中充分
肯定了新疆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的显著
成绩。她指出，加强新疆教师队伍建设责任
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要统一思想认

识，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高
素质，努力开创新疆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

会上公布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优秀工
作案例，河南、浙江、江苏、西藏、新疆五省

（区）在会上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对口教
师援藏援疆经验做法交流发言，上海市对
口援疆教师代表、新疆阿克苏地区乡村教
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从今年起，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人社部启动实施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组织内地优秀教师到西藏、新疆支教，带动
和培训当地教师，建立西藏、新疆与内地学
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机制，帮助
西藏、新疆提升教育发展水平。首批将向
西藏、新疆新增援派教师 4000 人，加上各
对口支援省市已经援派的教师和顶岗实习
的师范生，总计达5500人。 （师闻）

开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新征程 谋求教师援藏援疆工作新发展

全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暨万名教师支教工作会议召开

5月19日，距高考还有18天。早上第
二节语文课，江苏省南京市燕子矶中学高
三（6）班的学生每人手上捧着一本李泽厚
的《美的历程》，安静地读着。

高考已兵临城下，阅读依然按部就
班。这样的冒险做法，在学生中引起的争
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听说别的班又做了
什么练习，而我们班还在看考试不会考的

《老卡》（学生给《卡拉马佐夫兄弟》起的别
名）。”宿舍里的夜谈，经常会有学生表现
出类似的“着急”。而有些勇敢的学生，早
就直截了当给杨赢提意见了，语文课要多
做题，减少读书的比重，《美的历程》干脆
别读了。

杨赢非常明白学生的想法，但他告诉
学生，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看过《让子弹
飞》，相信我，高考也是可以“站着把钱挣
了”的。

有趣、自由和闲适的课堂

6月9日，高考结束了，胡子牧收拾了
一大箱子书回家，爸爸看到他带回崭新的

《江海名师》《步步高》等语文复习资料，惊
讶地问：“难道你们没用吗？”“没时间用。”
他回答。“那你们语文课都干什么了？”爸
爸更好奇了。

胡子牧说，我们语文课要做的事太多
了，不仅要赶进度，还要读书，课前演讲，
读新闻，看电影，逛书店，演话剧……好多
语文老师想不到、做不到、不敢做的事，杨
赢老师都带着大家做了。

不过，这看似“任性”的“瞎玩”背后，杨
赢可是很有原则的——课堂一定是有趣、
自由和闲适的，他追求的课堂，就是把各式
各样的人物聚在一起自由地交流有趣的
事，在悠闲的氛围中获得精神的成长。

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杨赢曾经非常
苦恼，他发现学生不喜欢读书，尤其畏惧经
典。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整日都在上课和
作业无休止的二元循环中度过，教师既没
有能力唤醒经典作品的生命力，也没有能
力让学生感知到经典作品的有趣。

杨 赢 努 力 把 自 己 的 课 堂 变 得“ 有
趣”。他教《记念刘和珍君》，不仅仅讲课
文，还把网络上历年流传的文章仿写版给
学生看，中国现代发生的许多热点时事，
都被网友们用《记念刘和珍君》体加以发
挥创造，这不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吗？这
样的鲁迅学生会感到无趣吗？他知道学
生喜欢玄幻小说，就推荐他们看中国和西
方玄幻文学的老祖宗：中国的《山海经》

《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等，西方的古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萨迦》《尼伯龙根的
指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贝奥武
甫》等；学生喜爱玩游戏，他会告诉他们游
戏中的许多灵感也来自经典作品，比如

《暗黑》《魔兽世界》中的各类种族就取自
古希腊和北欧神话。学生恍然，噢，原来
游戏也是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

自由的课堂，必然是学生做主的课
堂，既然是学生做主，首先要把时间还
给他们。杨赢是一个“讲起来纵横古
今，滔滔不绝，有无穷表达欲”的人，但
在课堂上，除了必要的知识背景交代，
他都会设置争议性话题与学生共同交
流。就像胡子牧说的，杨赢老师“喜欢
让我们自己上课”。

“只要你能讲得下去，我这一整堂课
给你讲都可以。”还真有学生讲了一整
堂课，大家兴致高昂，一个打瞌睡的都
没有。在杨赢的课堂上，不管是上散文
课还是诗歌课，学习任务分摊到各个小
组，每个小组对作家进行研究，再专门
用一节课时间进行成果展示，书本上那
些死气沉沉的名字立即变得生动有趣了
起来——原来每个人的背后都隐藏了这
么多的“爱恨情仇”。

杨赢相信一位语文界老前辈的话：
“靶子瞄得越准，打得越偏。”他试图慢下
来，努力瞄得不那么准，因此他的课堂有
时看起来有点“不务正业”。他在教室里
放电影，然后组织交流讨论，让学生在观
影中感受人性的美好与善良；他讲音乐
与文学，从舒伯特到普契尼，让学生在音
乐中感受文字，由文字体会音乐；他与学
生们聊游戏，告诉他们热爱游戏不是罪，
游戏中也有大世界、大文化；他带着全班
学生演话剧、逛书店，到江边踏青，欣赏
美丽的植物；高考前一天晚上，杨赢还给
学生们播放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
片《鹬》。据说，杨赢还要找一天晚自习
带学生出去看月亮，但因机缘不巧一直
未能成行……

把学生带到人类文化的源头

在课堂上，杨赢做的更多的事还是
读书。

高中3年，利用课堂时间，他每个学期
带学生读一本书，包括《巨流河》《苏菲的

世界》《人类群星闪耀时》《悲惨世界》《卡
拉马佐夫兄弟》。

《悲惨世界》是杨赢带领学生啃的第
一个大部头。开始时，他抱着尝试的心
态，并没有把握学生是否能够读得进去。
没想到，一卷一卷读下去，学生们自然而
然沉浸在这个奇妙而复杂的世界之中，一
直到学期结束，他们把这部长达 100多万
字的小说通读完毕。有不少学生说，很难
相信自己一个学期竟然把一部100多万字
的小说读完了。更何况，这部史诗级作品
给了他们太多的惊艳。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们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灵魂的挣扎和
成长，体味人世的悲凉和希望，对人性多
了许多的理解和同情，一颗人道的种子通
过小说悄悄地埋在了学生的心底。更重
要的是，《悲惨世界》探讨的诸如灵魂与救

赎、革命与暴力、贫穷与愚昧、法律与道
德、尽责与宽恕等话题植根于社会的现实
之中，对正处于理性思维发展阶段的学生
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给许多学
生带来了比较痛苦的阅读体验，陀思妥耶
夫斯基对人性深度和广度的挖掘，挑战了
孩子们的心灵。有人说，自己是战栗着读
下来的。不过，杨赢觉得他们应该读一些
跳出阅读舒适区的作品。作为一次尝试，
杨赢觉得还算成功，学生们不仅读完了，
还写出了读后感。

杨赢还带他们接触了 19 世纪的浪漫
主义文学和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读了歌
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加缪的《局外
人》、卡夫卡的《变形记》。

“只要教师带着学生去读，给学生机
会，学生是会认真去读的。只要教师尊重
学生的个性，提供展现的平台，让学生能
够自由地提问交流，其中激起的火花令人
目眩。因为这些作品是极具思辨性的伟
大著作，它让学生受到了思维的挑战，学
生的解读和作品的文本构成了一种奇妙
的和谐。”高中之始，杨赢曾经写给学生几
句话：认认真真读几本好书，老老实实背
几篇经典，稳扎稳打积累词语素材，有序
有法做一些题目，不急不躁想清楚问题。
这就是他对语文学习的理解。

许多学生比较迷信做题，而不重视平
时的思考和表达。但杨赢坚信，真正的语
文学习不是做题，而是在与文本的对话、
思考中得到思维能力的提升、阅读习惯的
改善和对文本敏锐度的加强。即便是到
了高三，仍需要在基本的阅读能力上下功
夫，这才是真正的语文学习。

（下转2版）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专项督导检查启动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对全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此次督导重点
是各地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开
展、供餐管理、食堂建设、资金使用
管理、信息公开公示、宣传教育以及
相关省（区）国贫县全覆盖工作进展
情况等 7 个方面 24 项内容，旨在全
面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实施情况，督促相关省（区）扎
实推进营养改善计划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全覆盖各项工作，确保营养
改善计划稳妥、有序实施。

在各地自查基础上，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成5个专项
督导组，对河北、山西、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海南等 10 个省（区）进行实地督导,
督促上述省份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确保到 2017年秋季开学实现营
养改善计划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
覆盖。督导工作结束后，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向社会公开
发布国家专项督导报告。对督导中
发现的问题形成督导意见书，督促
相关省份限时整改。

目前，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
市）1590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学校 13.4 万所，受益学生总数
达到 3600万人，营养改善计划试点
地区农村学生上学饿肚子、吃凉饭
现象基本消除，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
提升。 （师闻）

教育部紧急通知各地加强
中小学周边安全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
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安全风
险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加强学校周边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安全。

通知指出，近期多地中小学、幼
儿园周边地区发生安全事故，严重
危害师生生命安全。各地教育部门
要牢固树立安全工作红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指导学校完善安全风险防
控机制，健全与公安、综治等部门联
动机制，及时会商和处理涉及学校
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督导部门要
将学校周边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列为
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将督导结果作
为评价政府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工
作成效的重要内容。对履职不到位、
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管理不规
范、安全问题突出的单位及学校，要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师闻）

学生胡子牧：第一次见到杨赢老
师是在初升高衔接课上，杨赢刚一进
来，我就被他奇特的装扮惊呆了——
留着长胡子，脏兮兮的白 T 恤。总而
言之，就是邋里邋遢的，没有一点我想
象中的读书人英俊潇洒的样子。“我是
杨赢，字胜之。因为我的家人希望他
们打麻将能赢。”就这样，杨赢老师正
式出场了。

学生甘馨：李大钊一般的脸型和
发型，戴着眼镜，冬天穿着沾了白色粉
笔灰的深色长袍，夏天则穿着印有自
己名字的白色T恤。进教室时干净整
洁，出教室时沾满粉笔灰。总是怀里
抱着一摞书，嘴里叨叨着常人无法理

解的高深词汇。
杨赢大部分时间看起来像是旧年

代的穷苦先生。然而，他时不时掏出
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再时不时飞去
日本祭奠太宰治、鲁迅诸位大文豪，淘
几本旧书，路经青山绿水，涕零之下，
挥毫作诗。这般任性的生活，又让人
艳羡不已。

学生李泽堃：杨赢允许我们当着
他的面称他为“老杨”，他从不对学生
说“你给我……做好”，他是会对学生
说“谢谢”和“对不起”的老师。他允许
学生在随笔中骂自己，他说，若批评不
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而且他一直在找
可以挑自己错的学生。

老杨是全年级学科组教学进度最
慢的老师；老杨在高三仍然一周两节
阅读课，他坚持认为每个学生都能通
过阅读提高语文。他在语文课上播放
纪录片《垃圾王国》，告诉高三学生抬
起头来看社会。

杨赢是谁

“杨大师”“老杨”“杨三岁”……亦师亦友，潇洒不
羁，名士风度，他就像一个手执火把的引路人，带领学
生走入一个奇妙的阅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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