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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留守儿童的生活，山东省惠
民县一些学校开设免费特长超市，让留
守儿童利用课外时间自己选择喜欢的
特长学习，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图为
9 月 19 日， 山东省惠民县石庙镇康园
村留守儿童田永珍正在有舞蹈特长的
志愿者的指导下练习舞蹈。

王美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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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重走红色教育路髽

创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后，在教育
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并在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后，创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并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共同纲领》，它具有临
时宪法的作用，其中关于教育政策的规定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
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为主要任务。 ”

根据这些规定， 人民政府开始制定教育政策，领
导教育工作。 比如收回教育主权，接收以前的旧学校；
对旧教育进行有计划的改革；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
整；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初步建立新的教育
制度，包括新的学制，以及关于幼儿园、小学、中等学
校和高等学校的规章制度； 实施全面发
展的教育， 使学生在德育、 智育、体
育、美育都得到发展；在中等以上
学校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
治课，等等。

这是一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
课前，学生们正在翻阅《论语旁通》、《老子他

说》，随着上课铃响起，语文教师陈俊梅来到了讲
台前，她并没有开始讲课，而是先伸出手掌，请学
生起立，并微微踮脚，用脚掌支撑身体。 这时每个
学生都可以站得很稳， 然后她又请学生逐渐尽力
踮脚以求达到最高高度， 虽然大家一下子比刚才
增高了很多，但一些人开始摇晃起来。

通过这个小实验， 学生们一下子明白了老子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首句“企者不立”的含义 ，明
白了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随后，陈俊梅用同样联
系实际的方法讲解了“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
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含义。仅仅
10 分钟的时间 ，学生们明白了 ，一个人如果常常
自以为是， 不尊重他人， 没有谦虚谨慎的学习态
度，不仅不明智且惹人生厌。

这是陈俊梅的“语文课中课”。像这样，每天用
语文课课前 5—15 分钟的时间， 传授经典国学知
识，进行国学熏陶的做法，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成为
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中学的课堂 “规定动

作”。“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学生精心、专心，
这就是国学文化的魅力。日积月累，学生便有了文
化底蕴和内涵。 ”校长宋玉林说。

语文教师刘文智感慨道 ：“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我带领孩子们辩证学完了《论语》、《道德经》和
150 首诗词。 同时，还带领孩子们观看了‘百家讲
坛’，《心经》、《六祖坛经》、《禅话》等经典国学动画
片。我很欣喜地看到了孩子们的言谈举止、思想行
为、精神气质、品格境界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让宋玉林记忆深刻的还有学生张琪的故事 。
“那是两年前，刘文智老师正在开一个关于人生信
念的主题班会，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张琪跑到讲
台前，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8
个字，表示‘这就是我的人生信念’。当时我就蒙掉
了。 这就是当代学生的价值观？ ”

宋玉林和全校的老师开始深思这个问题 ，最
终决定走“国学熏陶教育”之路，育“人”成才，更要
育“心”成长。

去年，宋玉林又到刘文智老师的课堂上听课，
当刘文智再次询问张琪的人生信念时， 她用很坚

定的语气说：“我的人生信念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将是我要用一生去追求的至高
境界。 ”“给我的是震撼呢！ ”宋玉林自豪地说。

让师生成为“觉者”
“教育的终极不是分数、不是升学率，而是为

学生建立一种信仰，深入骨髓的精神力量。让学生
成为一个真正的‘觉者’，能够学会自我发展。 ”宋
玉林说。

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能够收获幸福的人，首先
是一个健康的人 ，一
个具备创造幸福能力
的人 。 教育是一项长
远的事业 ， 它关系孩
子一生 ，所以 ，教育者
所追寻的也该是对于
未来的关怀。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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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活周刊》
乡村教师———

平凡，朴实，执著，却
是我们眼中一道最
美的风景。 他们就像
勤劳的农夫，在这片
充满希望的田野挥
洒汗水， 收获感动，
快乐躬耕。 14-15版

《教育家周刊》
他说做教育要

像玩麻将一样，敢于
痴迷 ， 敢于推倒重
来。让我们走近从玩
麻将里参悟课改智
慧的湖南道县三中
校长陈波浪。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除了先进
的办学理念，民办学
校应有必要的乌托
邦精神，有勇于尝试
的勇气和敢为天下
先的魄力。

12-13 版

《幼儿教育周刊》
如何从一位普

通的幼儿教师成长
为小有名气的幼儿
教育实践者和专家？
本期特邀了几位幼
儿园园长和幼儿教
师共同回忆她们的
成长之路。 8-9 版

《区域教育周刊》
新课堂是新学

校的前提；民办是教
育的一份子。本期让
我们在 “一乡一校，
一校一品， 一品一
优”的特色中品味辽
中的均衡发展。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双色笔 、纠错

本 、活页夹被称为
高 效 课 堂 学 习 的
三件宝贝 ，这些看
似 不 起 眼 的 小 东
西 ，隐含着哪些大
智慧呢？

6-7版

教育之道，从“心”开始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中学“国学熏陶教育”探索

□ 聂成华 朱燕山

刘延东在山东大学调研时强调

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济南 ９ 月 １７ 日电 ９ 月 １７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
东到山东大学考察，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和
海内外校友祝贺建校 １１０ 周年。 她强调，
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
话和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把高等教育战
线的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集中到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来，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持。
刘延东说，山东大学是我国为数不多

的百年老校和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主要
发祥地之一。 建校百余年来，山东大学与
国家同呼吸 ，与民族共命运 ，坚持特色兴
校，大力培育英才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延东希望山东大学秉承“为天下储
人才、为国家图富强 ”的宗旨 ，面向未来 ，
改革创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现代大学制度，在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进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 她强
调，要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创新培养
模式，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育人，
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积极向上的浓厚氛
围。 要加强协同创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建立完善与科研院所 、 行业企业相互协
作、相互支撑的合作机制 ，不断提高科研
水平。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吸

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积极开展跨文化交
流，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要
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建设
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为高等教育深化改
革、科学发展探索新路子。

在山东期间， 刘延东还深入济南、聊
城等地考察农村学校和基层科技单位。 她
强调，广大农村中小学要真正把深入推进
素质教育作为战略主题，创造条件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要完善科技中介服

务体系，提供高效便捷实用的创新创业服
务，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她
在考察孔繁森纪念馆、中国运河博物馆等
文化单位时强调，要大力弘扬英雄模范的
先进事迹，发挥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教
育引领功能， 挖掘整理历史文化资源，不
断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 省长姜大明，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陪同座谈考察。

最近，一场报告引起了很多人的感动，这场名
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讲授者
正是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与以往的报告不同，温家宝总理少有地谈起
了自己的教育家事 ： “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是老
师 。 父亲母亲不在家时 ，我就模仿他们 ，也当一
个小老师， 像他们一样指指画画， 写写算算，以
为乐趣。 ”

更让与会者感动的是， 面对台下众多两鬓斑
白、满面风霜的农村教师，温家宝总理站起身来，
庄重地向台下的教师们三鞠躬。

这场报告持续了 2 小时 15 分钟， 响起了 38
次掌声。 温家宝总理对农村教育的关切之情溢于
言表。

怎么才能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 这是一个大
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 从晏阳初到陶行知，从黄

炎培到梁漱溟，在上个世纪初期的中国，一大批有
见识的教育家， 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中国广袤的
农村，探索中国近代教育的新出路，将平民教育思
潮引向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思潮。 他们的思想，至
今还闪烁着光芒。

但这条探索的道路并没有停止。 农村教育的
凋敝与落后依然困扰着人们， 受经济水平的制约
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 农村教育的教学方法还
很落后。 “后普九时代”的农村教育该走向何方？ 如
何着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很多教育人在思考着，
而温家宝总理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 “大力推进学
校课程的教学改革。 这方面无论在城市学校还是
农村学校，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的确， 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新课程改革正是
解决农村教育难题、 突破农村教育瓶颈的不二法
门。 从这个意义上，本报曾多次报道的杜郎口中学

用实践回答了如何在农村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这一
“棘手”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农村中学一无优秀的师资，二
无先进的教学设备，三无优渥的政策支持，四无一
流的生源……这样怎么搞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
在这里，我要反问的是，难道素质教育就是师资、
设备、政策、生源这些条件累积出来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素质教育是真正以人为
本的教育，是促进人的智力和体力自由发展的、主
动发展的教育， 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为重点的教育，是让人的各方面才能和兴趣、特
长得到和谐发展的教育。

答案就在脚下 ，让我们停止抱怨 ，把头埋下
去 ， 用脚去感知土地
的温度 ， 迈出行动的
步伐！

让农村孩子收获自信
□ 本报记者 康 丽

9 月 16 日，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这所在国内教育
界引起极大轰动的中学沐浴在秋日的暖阳中。

尽管开学才两周，但陆陆续续前来参观的学校已经有很
多。 不仅学校集体来观摩学习，记者还看到了来自山东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 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来感受杜郎
口中学别具特色的课堂。

这一天，适逢初二（三）班语文教师庞东讲授周敦颐的
《爱莲说》，在一般人看来，古文课多注重字词释义，但庞老师
的课堂却“与众不同”：主黑板上划分为几个板块，分别为基
础在线、易错字（音）、学习过程、解词译句、主旨把握等。 而学
习过程更是细化为回顾板写、反馈纠正、成果汇报、盘点收获
4 个步骤。

显然， 这样清晰的教学流程让学生更明白自己能做什
么，该做什么。

当然，更为精彩的是“成果汇报”环节。 学生们想出了五
花八门的方式来汇报他们发现的 “成果”。 有的小组编排了
“三句半”，自己编词，铜锣伴奏，引得旁观者忍俊不禁。 有的
小组则用舞蹈的方式表现莲花的美，组员张菁甚至直接就在
教室一角跳起了舞。 还有的小组自己创作了以莲花为主题的
诗歌，当场吟咏。

“很受震撼，很受震撼。 ”来参观的河南一位教师连声说
道。

“课堂由我主宰，精彩由我展现”，不仅是高年级的学生
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刚到学校两周的初一学生，也很快进入
了角色。

“这样的课很好玩，起码我不会上课打瞌睡了。 ”记者随机
采访的一位初一学生说道，尽管他才来杜郎口中学十几天，但
看得出他十分适应这里的教学。

“农村孩子说话容易脸红，但我发现这里的孩子就是那
么大方，他们充满了阳光、自信，不管什么场合，都能表达自
己。 ”一位参观的教师惊奇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发现。

“我们就是要让农村的孩子尝试着自己做，自己想，自己
问，自己干，他就是学习的主体，就是学习的主人，这个过程
当中，他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自信和自尊。 ”杜郎口中
学校长崔其升说。

他极其看重“展示”的力量，一位学生在黑板上演示答案
时，一直弯着腰，背对着大家。 看到这一幕，巡视的崔其升直
接走入教室，帮助学生挺起腰。 “你不是给自己展示，而是要
给全体同学展示。挺起胸膛，面向大家。 ”说着，他还给大家做
了个示范，周围的学生哗哗鼓起掌来。

这个小细节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杜郎口的课堂能够让
人震撼的原因。 “课堂的灵魂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学生学知识
过程中的心情。 我希望课堂上的学生像小老虎一样，生机勃
勃。 来的人越多，孩子们就越自信。 ”崔其升说。

适逢新学年开学，这所以课堂变革闻名的学校又有了新
想法，崔其升透露，学校目前正进行“自主建构课堂”的实验，
这也是杜郎口中学近期课堂评价的主要标准，即看学生是否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自我知识建构。 “只要是改革，就永
远在路上。 ”崔其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