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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校长 ”杨建一 ，当我们把
各种各样的荣誉和赞美赋予这位小
学校长时，他已经听不到了。

斯人已逝，除了怀念和追忆，还
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更需要深思，
为什么歹徒可以轻易翻墙进入校
园， 为什么学校里没有见到安保人
员， 为什么……如果这么多的为什
么没有解决，是不是下一次，还会有
类似的悲剧出现？

从小学生被砍伤， 到校长以身
殉职，这些悲剧事件在提醒我们：安
全大于天，校园安保必须得到重视。
当然，再提 “校园安全 ”似乎已是老
生常谈，上至教育主管部门，下至普
通学校， 不知对校园安全有多么重
视，对安全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各种
文件、通知不断下发，大会小会上说
得口干舌燥，甚至学生春游、外出参
观这些校外活动，都因“安全”之故，
已经被勒令取消了。 但与“说起来重
要”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校园安保
“做起来次要”，“执行起来不要”。

发生问题了，就给予重视，狠抓
排查整治， 这种运动式的校园安保
工作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是“亡
羊补牢”，还是“走个过场”？ 事实证
明，如果校园安保工作只是一阵风，
走走形式， 那么各种政策和通知只
能是 “空头文件 ”，不能发挥其应有
的效力。 悲剧还是会发生， 没有终
结。 而比上述“运动式”作风更糟的
是， 很多学校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
的学校 ，没有围墙 ，没有门卫 ，仅仅
是退休老人看个大门， 什么红外线
报警系统、24 小时查询监控设施，对
他们来说不过是天方夜谭。

杨建一校长所在的学校， 显然
就是这样的 “空白地带 ”，因而出现
了这样的悲剧。 事后，很多网友提出
了无数个如果， 如果学校的围墙更
高一些，如果保安配备更齐全一些，
如果防控措施更严密一些……可惜
这些“如果”只是如果。

怎么样才能让校园成为最安全
的地方，除了加大投入，除了配备保
安，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事
故的再次发生？ 比如是否有必要对
学校周边社区环境进行摸底， 研究
有犯罪案底或犯罪倾向之人的住所
和聚集地；是否需要健全资料库，以
便开展有效的预防工作； 是否给学
生和老师们上点安全课， 知道在面
对歹徒时该如何应对？

校园的安全不能靠个人的牺牲
来成就， 而要靠扎实的防范措施来
确保。 希望地方部门能够从生命的
高度重视校园安保， 加大资金与人
员投入，建立起预防机制，真正把危
险消灭在萌芽中， 让校园成为老师
和学生快乐生活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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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人物》
本 期 选 取 北

京市西城区几位
有代表性的名师，
就他们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高超
的教育艺术进行
深入挖掘……

13-15 版

《教育家周刊》
尊重学生个性，

遵守教育规律， 让孩
子愉快地学习是他的
教育理想。本期，让我
们走近成都电子科技
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
长康永邦。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1月 26日，北京

精诚教育集团联合
19家民办培训机构，
围绕 “为了更好的教
育”这一主题，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庄重发布
社会责任宣言。

12 版

《教师生活周刊》
对山东省高青

县实验小学的语文
教师来说， 阅读是
教师 、学生 、作者 、
家长之间的一次多
边“合谋”。

8-9版

《区域教育周刊》
宁夏“国培”如何

吸引广大教师参与并
深刻影响他们， 通过
培养种子教师， 进而
引领和推动教育教学
改革？本期走进宁夏，
关注“国培”。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学生能否敢于

提问，无疑是评价好
课的重要标准。河南
西峡一高的“三疑三
探”教学模式让学生
敢提问， 善质疑，用
实践证明：问，乃好
课之根。 6-7版

■总编七日谈 88

需要怀念，更需要深思 宁夏“国培”
播撒希望的种子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国培’，不就那么回事嘛! ”
当宁夏同心县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周桂玲准备参加“国

培”学员班的学员聚会时，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话。 那时，
她会为自己开解：“权当是他们羡慕嫉妒恨吧！ ”

没参加过“国培”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她的这种心情。
大雪纷飞的冬日，和同学相约，思想的交锋与感情的交流，
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国培”时光……

因为“国培”，周桂玲认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因为
“国培”，她的教育故事变成了铅字，被收录在宁夏“国培计
划”成果文集中，引起了众多教师的共鸣；因为“国培”，周
桂玲的教育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培”，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国家级培训项目，
在现今培训项目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在教师把培训“不当
回事”的普遍心理下，“国培”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吸引广
大教师参与并深刻影响他们，进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这
不仅是中国教师培训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也是宁夏在教
师培训方面面临的重大考题。

引领与需求兼顾，从关注心灵成长开始

培训的主体是教师，但是教师往往没有话语权。
宁夏泾源县第一中学教师赵徐洲认为，一些培训效果

不尽如人意，无法帮助教师真正获得成长。 “当教育人自身
没有找到培训的使命和信仰， 仅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这
样的培训，即使教师的专业‘成长’了，人格也得不到提升，
教育同样很难成为‘好的教育’。 ”

现实中，大多数教师是在学校、教育局的统一安排下，
“被动”地参加培训。 前文说到的数学教师周桂玲，“国培”
前参加的很多培训，都是学校安排“凑数”的，甚至有时候
培训的科目还是语文。

那么，对于宁夏教师来说，培训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宁
夏教育厅师资处为此专门成立了“宁夏中小学教师发展提
高的对策研究”课题组，于 2010 年 6 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 8 个县（区）的 32 所学校、近 5000 名师生及教育管理部
门领导，进行主题调查研究，为自治区中小学教师发展决
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46.7%的教师认为目前开展的教师培
训效果“一般”，27%的教师认为“不太好”或“不好”；但“非
常愿意”或者“愿意”参加培训的教师却达到了 72.5%；同
时，73.8%的教师也表示 “校领导对教师参加培训的态度”
积极支持或比较支持。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建虹在撰写的《西部中小
学教师培训需求调查报告》中分析指出：尽管目前进行的
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 但大多数教师还是愿意参加培训
的，其参训的原因，依次为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更新科学知
识，拓展知识面、理解新课程，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更多
教师交流。

这样的调查结果，为宁夏教师培训，特别是“国培”项
目的实施者提供了参考，也让他们看到了教师培训的高需
求和改进培训方法的紧迫性。

因此， 宁夏教育厅在充分调研和借鉴的基础上 ，从
2011 年开始，在培训规划上进行了更加充分的完善，制定
了项目实施流程，明确了项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先
后组织召开项目启动会、课程研讨会、中期评审会、项目推
进会、“跟进式”培训研讨会，使项目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各市、县（区）教育局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副局长具体抓，结
合本地实际，创新管理方式，建立项目管理制度，督促学员
按时参加学习，确保了培训的有效实施。 部分市、县（区）将
培训结果纳入中小学年度考核目标， 从培训对象遴选、过
程性学习监控、培训后的示范性发挥等方面，建立文本、电
子档案库，促进学员培训成果的有效转化。

“国培计划”远程培训后的“跟进式”集中培训，是宁夏
在国培项目中的一个创新，在远程培训的基础上，针对课
堂教学中的真实问题、远程培训中的疑难与困惑，进行指
导和引领，使网络学习的优质资源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充
分应用，使参训者养成了利用网络学习、教学的好习惯，提

升了校本研修的能力。 银川市西夏区教研室刘桂兰介绍
说，宁夏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项目中，西夏区 3 所城
市中学的语文、数学教师全员参与了培训，教科室主任、教
研组长、备课组长也都是学员。 他们全程参与网上学习，充
分利用学校教研活动时间，组织教师收看远程培训的视频
课程，引导参加培训的教师梳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
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开展校本研修活动，充分利用远程
培训每一次专家视频答疑的机会，将同伴互助无法解决的
困惑梳理出来，向专家求助……从而实现“从教到学”的转
化。 “以‘行为跟进’为特征的校本研修，有助于促进教师教
学行为的转变，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

其实，教师培训从需求出发没有错，关键是很多教师
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不晓得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法已经落伍，这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组织有效的
培训，进行引领。 宁夏教育厅师资处处长吴红军告诉记者，
教师培训工作既要注重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兼顾教师需求，
在培训方式上提高实效，也要注重在政策和理论引领上下
功夫。

不管是教师需要的， 还是行政部门希望教师得到的，
所有的培训最终都需要教师从心里接受， 由此获得成长。
赵徐洲在参加了“国培”之后的反思文章《生命成长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根》中，就写下这样的话：“教师要尝试让自己
的心灵不断成长，过一种完整的生活、全然的生活，他的生
命世界自然会发生美妙的变化。 在这些美妙变化中，自然
会实现专业成长。 而这样的心灵提升，也必将使他和他的
学生一起成长。 ”

在宁夏，伴随着“国培”各项目的开展，关于“国培”的
故事不断在基层上演。2011 年底进行的一项“国培计划”评
估表明，包括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全国中小学教师继
教网等培训机构，从课程设计、培训管理到专家讲座等，学
员满意度达到了 90%以上， 比 2010 年的满意度提高了 4
个百分点。

（下转 4 版）

“耕田不深无高稼，治学不深无端行”，这是明代大儒
吕楠《云槐精舍语》中的箴言。 云槐精舍是吕楠讲学的场
所，原址就设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城南郊的一片青
槐林之中，当时闻名关中，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

与古为新，继往开来。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一中面临
着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难题。 一所位于郊区的农村县中，
曾经面临着大多农村中学共同的难解之题———生源流
失 、成绩滑坡 ，如何让云槐精舍的盛名再现 ，2010 年 ，高
陵一中立足于 “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 ，积极探索 、奋发
向上 ，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放开手脚 ，大力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 ，营造了学校全新的教育生态 ，带来了学校

高速发展的“第二春”。
从昔日的困顿不前，到今天的成绩辉煌，高陵一中成

为西安市基础教育界冲出的一匹黑马。

以校为鉴：走上课改征程

2010 年初，正是春暖花开、万象更新的大好时节，就在
许多学校像往常一样开学上课之际，高陵一中却在酝酿一
场“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革———他们要打破传统，革新旧的
教学模式，开始“课改”。 当时，老百姓质疑，校领导心里没
谱，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适时的教育改革，会给学校带来发

展的大好时机。
为了响应国家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为了学生终身发展

的需要，为了学校更快、更好发展的需要，高陵一中校长邢
小军、书记耿武岭亲自带队，先后选派 100 多名教师，远赴
多地学习、取经，研修高效课堂理论和实践操作。

他们带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带着走
出县中困境的强烈愿望出发了。 他们克服了饮食不适、水
土不服等种种困难；白天深入课堂听课学习，晚上召开会
议研讨思索；足迹远达山东省昌乐二中、山西省泽州一中、
河北省挥公中学……

（下转 2 版）

一所县中的课改“大转折”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一中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黄 浩 □ 金 锐 宋永成

在现今培训项目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在教师把培训“不当
回事”的普遍心理下，“国培”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吸引广大
教师参与并深刻影响他们，进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这不仅是
中国教师培训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也是宁夏在教师培训方
面面临的重大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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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装素裹的冬季悄然来临 ，想到离春节 不 远 了 ，总 让 人 有 些 抑
制不住的兴奋……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三 十 儿 晚 上 熬 一 宿 ，大
年初一去拜年 。 ”每当耳边回旋起这首歌的旋律 ，总会勾起我们孩提
时关于春节的记忆……

每个人对春节都有自己的感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
2013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你又想到了什么 ？ 来吧 ，放开你的

思绪 ，让记忆驰骋于时间的长河 ；拿起你的画笔 ，画出属于你自己的
春节 ，无论温馨或是感动 ，无论激情或是浪漫 ，它都属于独一无二的
你 。 中国教师书画院 "我心中的春节 "为主题的春节特刊书画征集活
动开始了 ！ 用你手中的画笔 ，再现你心中那个独特的春节 ！

第六届中国教师书画院“我心中的春节”特刊征稿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