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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活动

特岗路 师者心
□ 钟丹丹

“我的特岗故事”获奖征文选登6

9 月 14~16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新闻人会聚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参与了形式丰富的体验式培训。 带着对新
闻的热情，对教育的希望，他们将在全国播撒下课改的火种……

转眼间，从事乡村小学教师工作已进入了第 6 个
年头。

坦白地说，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想都没想过当
老师，更不用说还要去农村当小学老师了。 我生在山
区，深知农村教师工作的辛苦，因此，我从小就渴望走
出大山，加上我喜欢英语，我的梦想是希望在城里当
一名让人看着都很风光的英语翻译。

2006 年秋天， 我从云南省红河学院外语系毕业
后， 为获取参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骋的实战经验，
我连特岗教师招聘简章都没细看，就怀着凑热闹的心
思，报名参加了国家特岗教师的招聘考试。 不想我无
心插柳，却被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教育部门
录取了。

第一站 哈尼族石头寨乡中心小学
我去的石头寨乡中心小学， 就坐落在县城南对面

的山头上。 眼看是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就到，可就是
这一上一下，我们坐了 3 个来小时的汽车才到。 后来得
知，这一上一下的 40 公里山路，仅急转弯就有 123 个。

学校除了自然环境差、停电断水是常事外，教师
宿舍也少得可怜，校长李永山先是把我们 3 个新来的
女老师安排在他家里住，一个月后才设法把学校里的
一小间房子调出给我们。 虽然如此，学校却是一个很
能留住人心的地方。 因为它有和谐的工作环境，有关
心下属的领导，还有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

我在大学学的是英语， 报考的也是英语教师岗
位。 可到了石头寨中心校后，因学生多，老师少，我除
了教三、四、五年级的英语外，还要上一个班的数学或
语文课，可想石头寨中心校老师的工作量有多大了。

然而，学校多年来留下个好传统，就是到这里的老
师，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大家都是工作上相互交流，生活
上互相关心，教学中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 在这样充

满生机活力的环境气
氛熏陶下， 我自然努
力工作了。

在日常的教书
育人工作中，我意识
到只完成好课本上的教学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与学
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城里家庭十分普及，连幼
儿园小朋友都会敲打几下的电脑，在石头寨，孩子们
就是到了小学毕业，也没有几人见过电脑！

同是祖国的花朵， 为什么石头寨的孩子就不能
和城里的孩子一样， 从小就能学习掌握现代科技的
成果呢？ 再这样下去， 山里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跟
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曾天真地想，自己节约点，挤
点工资出来买电脑。 可现实是，我的那点工资，扣除
日常开支， 已所剩无几了， 想靠这个方法来给学生
买电脑，显然不现实。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到石头寨中心校支教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我回了趟蒙自。 经朋友牵线
搭桥， 我拜访了蒙自永建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精
汉。 闲聊之中，我的一句“我教书的学校也姓‘石’，欢
迎石董事长来走亲串戚”的话，让石董事长来了兴趣，
当即决定到我在的这所学校看看。 正是这趟 “走亲
戚”，让石董事长震撼了，返回蒙自的第一件事，就是
采购了 10 台全新的电脑赠给学校。 从此，师生们不仅
有了学电脑、用电脑的机会，同时还有了与外界信息
快速沟通交流的桥梁。

如今，不论我身在何处，只要打开电脑上网，QQ
邮箱里总会跳出几个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看到石头
寨的孩子们也能通过电脑与外界交流，我很高兴！

第二站 苗族莫别村小学
2010 年 8 月下旬， 我接到了调往蒙自市期路白苗

族乡莫别村小学的
调令。 我一直没有
告 诉 学 生 这 个 消
息。 离校那天，我像
逃兵似的， 直到天

黑下来，才悄悄地坐上来帮我拉行李的汽车。 不想，车
到村口，就被 10 多名男女学生拦住了。 我问他们为什
么不去上晚自习，他们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接一个地
将手中染红的鸡蛋和山上采来的野菜往我怀里塞，然
后转身面对大山，一个一个哭得让我心疼。 要不是新学
校的孩子等着我去上课， 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些朝夕
相处的学生。

莫别村小学是所山区寄宿制小学， 虽然距蒙自
城仅有 46 公里， 但条件比石头寨中心校还差。 200
个学生 ，大多数是苗族孩子 ，全靠国家每月 75 元的
资助上学。 宿舍里大多数孩子是两人一床， 最多的
达到 4 人挤一床。 每天两顿，吃的都是一菜一饭，十
天半个月吃个荤菜， 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 六一儿
童节 ，是孩子们一年一度的节日 ，可在莫别村小学 ，
学校也只能给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每人发一颗 3 角钱
的低档水果糖。 国家从今年 3 月 1 日起， 每天为农
村义务教育的孩子提供一份 3 元钱的免费营养餐 ，
我举双手支持！

在莫别村小学， 学校除安排我上六年级的语文、
三年级的英语、五年级的科学课外，还安排我兼校少
先队辅导员，同时负责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工作。 为
了把广播站办好，我利用双休日，进城拜访请教蒙自
电台的主持人晨夕， 并从她那里拷回广播节目制作
软件，把家里的电脑搬到学校，同学生一起录制新颖
的广播节目。 我和学生们一起创编的校园新闻、校园
七彩树 、生活小常识 、童话面包屋等栏目 ，深受师生
欢迎。

第三站 多民族打工子弟校草坝镇中心小学
2011 年 9 月， 我被调到有 10 多个民族的学生就

读的草坝镇中心小学。
草坝，是蒙自市最大，居住民族、外来打工少数民

族最多的一个坝区镇，距市城 17 公里。 是国家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远近闻名的“菜篮子”、“米袋子”和“葡萄
园”。 这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 富裕起来的当地人，大
多将自己的孩子送城里的学校培养，草坝镇中心小学
反成了众多外地务农打工者的子弟小学，生源素质参
差不齐，教师的工作压力很大。

草坝镇中心小学有 800 多名学生。学校安排我上
五年级三班的数学、科学、音乐、计算机等课程。 让我
没想到的是，该班学生的数学基础，竟然比我曾教过
的两所山区小学的同年级学生还差。 我接班后第一
次考查学生数学基础，全班 48 名学生，居然有一半以
上的人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 面对这样的生源，不想
办法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不行的。 于是，我从
抓同学间的团结互学入手， 根据他们的家庭住址和
学习成绩， 把 48 名学生编成 10 个学习竞赛小组，选
出大组长 、中组长 、小组长 ，并给各组的同学照小组
相，同时出资 260 元，将各组同学的照片统一编排在
一张我精心设计的精美励志图画上，用相纸印好，发
给学生带回家里贴在显眼的地方， 以此增强学生的
集体荣誉感。

几年的教学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越来
越感觉到作为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去完成 3 年艰苦
繁忙的工作， 能磨炼出一生不畏艰难困苦的意志，并
且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目标，这是多么珍贵的
人生经历。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
市草坝镇中心小学）

9 月 14~16 日， 我参与了中国教师报在湖北省
襄阳市樊城区的“2012 年全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会
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新闻人、教育工作者在课
改之路上勇于创新 ，锐意改革 ，大胆实践 ，大放异
彩。3 天的会议结束后，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特色”。

特色会议———绝不仅仅是开会

一提到会议， 大家就会不由得联想到冗长的高
谈阔论，漫无边际的抱怨，东拉西扯的闲聊……很多
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非常不情愿地参加会议，又非
常沮丧地离开会场！ 当这种痛苦的体验不断地重复，
“会议”这个字眼也就慢慢变成了“痛苦”的代名词。

幸运的是， 这次会议并没有让参会者遭遇这种
痛苦，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

组委会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丰富的内容， 别出心
裁地安排了课改情景剧展演、教育新闻人颁奖典礼、
最美女教师颁奖典礼、樊城区教育工作报告、专家讲
座、学校观摩、体验式培训、新闻写作大家谈等内容。
丰富的会议内容、 多样的活动形式让与会者调动各
种感官融入会议之中，“乘兴而来， 满载而归”8 个字
很好地诠释了与会者的心声。

特色展演———绝不仅仅是表演

会议期间， 我们有幸看到了一场演出———课改

情景剧。9 个学校的师生用情景剧的形式为我们讲述
了樊城区课改的故事，其中有教师的困惑、家长的疑
虑、学生的创造、课改的成果。 迈克尔·杰克逊的舞
蹈、学生自编的广播操、师生课改前后的变化都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
学生、 发展学生” 的话语更是不断回荡在我们的耳
畔。 樊城区用这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樊城区域
课改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表达了樊城教育人对课
改必胜的信念。 更让我们对樊城区“以区域课堂教学
改革为主干， 以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为两
翼”的教育发展战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特色报告———绝不仅仅是汇报

聆听了两个报告，听到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汇报，
更多的是对教育的思考。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长刘光胜同志作了
《打造中国首座“学城”》的报告，针对樊城区学校的
概况、学城之目标、学城之灵魂、学城之路径、学城之
“百花园”、学城之未来向与会者作了详细的介绍。 通
过介绍， 我们看到了樊城区教育人在一群锐意改革
的领导的带领下， 为樊城区教育发展绘制了一幅宏
伟蓝图，他们积极投身到课改的实践中，为倾力打造
“中国首座学城”而思考着、努力着、奋斗着。

而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围绕区域课
改可塑性对区域课堂改革进行了系统 、 全面的点

评与分析 ，报告生动有趣 ，又贴近一线实践 ，让我
们受益匪浅。

特色学校———绝不仅仅这一所

我们分组参观了几所学校， 我去的是襄阳市第
二十中学。 学校小导游的介绍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就
融入了“雅”文化的氛围：培养“举止文雅、品德敦雅、
志趣高雅”的学生群体；塑造“仪表和雅、胸怀宽雅、
知能儒雅”的教师队伍；建设“活泼清雅、秀丽幽雅、
大气典雅”的校园环境。 “善雅班”、“正雅班”、“博雅
班”等班名更是别出心裁。

学校特色，特色学校。 樊城区的特色学校不仅仅
是一所： 万户小学的童谣创编， 方圆小学的方圆文
化，清河小学的武术教育，大庆路小学的艺术教育，
诸葛亮中学的科技教育……让人目不暇接。

特色培训———绝不仅仅是训练

参观学校之后， 我们参与了一个教育新闻写作
培训。 本打算只是随便写一篇文章了事，事实却并非
这样。

我们被老师用游戏的方法分成了几个小组，开
始了我们的“小组合作体验式”培训：命组名 、创组
徽、写口号、展才艺，相互介绍、分工合作、新闻报道，
一系列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效课堂”……

有特色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一定会被大家在第
一时间记牢。 愿课改路上的特色之花绽放得更加绚
丽多彩！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郑市教育体育局）

作为全国新闻人代表，我有幸走进“学城”———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 参加由中国教师报主办的
“2012 年全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并参与了以
“新闻与课改”为主题的体验式培训。

培训活动把新闻写作与课改相结合， 从听专家
讲座，到现场观摩，再到小组体验培训，无一不让我
们感到兴奋与新奇。 14 日下午，新闻人代表分批到 6
所课改实验学校开展活动。 走进牛首一中，在学生导
游的导引下，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明星林”。 学校每一
棵树上都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有学生明星的照片、
愿想， 这些明星都是平时小组建设中评选出来的优
秀组长和个人，并且不定期更换，展示学生小明星们
的风采。

最让我叹服的是“没有教官的军训”。 该校初一
新生在学校、 老师和同学的组织下进行为期两个星
期的军训。 军训没有教官参与，将更多的主动性交给
学生自主管理。 这样做的优势是，与学生即将开始的
自主学习生活接轨， 把军训融入了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更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最让我惊讶的是“找不到老师的课堂”。 牛首一

中采用 8 人一组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 这些小组有
自己的组名、组徽、口号等小组文化。 课堂上以导学
案为学习蓝图，主要由独学、对学、群学、展示几个环
节组成，从展示、评价、质疑、倾听等几个方面进行小
组“捆绑式”评价。 这里的课堂是学堂，课堂上教师只
是一个参与者、协调者、引领者，学生是主角，学生变
成学习的主人。

最让人感动的是体现“自主、高效、快乐”为主题
的课改情景剧表演，如《我的同学我的组》、《让我做
主》、《相逢》、《高效课堂放飞希望》等。 感人的情景剧
诠释了绿色生态教育。 在这里，学校是学生成长的乐
园和教师幸福的家园，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超市和个
性展示的舞台，让每个学生的生命之花自然绽放。

最有意义的一次培训是 《中国教师报·民办周
刊》主编褚清源带领大家亲身体验课堂小组建设的
独特形式。 我们在体验中感受小组建设文化，并寻
找新闻写作的切入点。 我与湖北襄阳的王小秋、秦
志清老师，以及浙江杭州的杨巧英老师组成人数最
少的一个团队，组名是“襄杭缘”。 我们因为中国教
师报而有缘在一起共探课改 ， 我们在这里扬帆启

航，为了学生一起探讨快乐学习的课改之旅。 我们
的口号是“今天，我们启航在这头 ；明天 ，我们相聚
在那头”。

回首自己的教学工作，我也曾经在初一、初二年
级每周用一节课开展类似的自主课堂学习， 但因为
孤军作战，课桌椅设计的局限，小组组建的不成熟，
总是不尽如人意，困难重重。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
是这样的课堂非常受学生欢迎， 因为他们得到了尊
重，让每个人绽放出最美的生命状态，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

今天在樊城，我找到了许多答案。 我始终坚信
的课改理念就是 ， 一切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为出
发点 ， 一切能触发学生学习原动力的学习方式都
是值得提倡的 。 被动学习给予学生的仅是一点知
识，而自主学习赋予学生的是终身学习的能力 ，学
生能找到自我 ，提升自我 ，成就自我 。 而教师必须
改变自己的教育观 ，成为孩子的同行者 ，把自己放
到和孩子平行的位置上 ，蹲下来看孩子 ，才能让孩
子走得更远。

课改是一场革命， 需要有勇于打破陈旧常规的
胆量、决心和魄力。 课改也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必定
有困难与阻扰，但我们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行动
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尊严，坚持才有收获。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启正中学）

真正零距离接触《中国教师报》，是从 2011 年 3
月开始的。 那时，香山会馆人气正旺，许多老师都盼
着参加香山夜话，我也在众多精华帖子中流连忘返，
并开了专帖，做了版主，从此感觉有了另一个“家”。

参评“最美”
2011 年 4 月，香山会馆“最美女教师”评选活动

的通知，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我。 我知道自己长得
并不美，然而我有情趣，有个性；我也知道自己并无
才华，但是我有梦想，有追求。 这不正是中国教师报
倡导的“最美”吗？ 于是，我心中萌发了一种强烈的
愿望———我要参评！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努力参
与、用心体验这个评选的过程。

为了尽可能实现目标，我决定利用好生命中的
每一分钟。 白天，繁重的工作让我腾不出时间，我就
充分利用每一个晚上。 从阅读网友的文章、用心回
帖到积极撰写文章，常常废寝忘食。 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2011 年 5 月，我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件第一次
被电子报采用，那晚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然而，只有
我自己心里清楚，这篇 200 字的校园新闻是我三易
其稿的结晶。 在追寻“最美”的过程中，我付出了辛
勤的汗水，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2011 年 6 月，我荣
升为版主；2011 年 8 月，我被评为“会员之星”……

实践“最美”
作为一名农村教师，我在参评“最美”的时候，

也把“最美”的行动实践到我的服务对象———学生
身上。 课堂上，我谨记高效课堂的理念，把课堂还给
学生，把讲台变成舞台，把“教”转化为“导”，转化为
“学”，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让学生
亲历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的改变，学生也改变了。 他
们由原来的厌学到爱学、乐学，看到学生的快乐成
长，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幸福感。

喜获“最美”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2011 年 12 月 18 日，“最美女教师” 的评选结果揭
晓，我成功地入围了前 10 名。 当看到这个结果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一刻，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是激
动还是幸福。 回想一年来的拼搏，似乎是所有的汗
水和泪水，所有的累和痛凝聚成这一幸福时刻！

让“美”永恒
在“最美女教师”的评选历程中，我对教育、课

改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我渴望更多的学习机
会，我心中的愿望也很快实现了。 今年 4 月，我被县
教育局选派到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实验小学挂职
学习。 在此期间，我利用每个晚上，记录我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形成了接近 5 万字的挂职日记。 “最美
女教师”的成功当选，让我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
教师一下子变成了全县教师学习的楷模，并让我在
平凡的教育岗位上找到了属于教师的职业幸福！

行走在教育的路上，我不想做一颗流星，只散
发瞬间的光彩；我不想做一朵昙花，只绽放顷刻的
娇艳。 我愿携中国教师报之手，用饱满的激情、执着
的信念和人性的光辉，去追求自己心中的“最美”，
去赢得学生心中的“最美”，去成为人们心中的“最
美”。 让我们因教育而改变，让教育因我们的改变而
多姿多彩！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远安县安鹿小学）

叹服·惊讶·感动·反思 □ 庄荣生

课改路上的特色之花 □ 王香平

因“最美”而改变
□ 齐家兰

新体验 新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