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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在贵州省大方县兴隆乡菱角民族小学， 人们常
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爱人把张家嵩抱上轮椅，推向
教室，再把他安顿在讲台边窗户下固定的座位上。之
后，张家嵩打开头天晚上备好的教案，把几张小纸条
交给他的学生“小助教”，由“小助教”帮他把设计好
的板书抄上黑板。

教师张家嵩， 就是用这样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
方式扎根在乡村的三尺讲台，一教就是 21 年。

病魔摧毁不了育人梦

1992 年的一天，年仅 23 岁的张家嵩在一次家
访的过程中不慎摔伤， 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胸椎
压缩性粉碎骨折，从而导致截瘫。 自此，生龙活虎
的张家嵩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出入各种场合 ，
但生性坚强的他并不想就此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张家嵩不甘心一辈子躺在病床上或坐在轮椅上，
更不甘心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无情地被埋没。 他反
复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哪怕拄着双拐也要
站起来！ ”

病休期间， 张家嵩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他班上的
学生流失严重，他立即托人带信给学校领导，要求返
回学校继续上课。校领导担心他的身体，劝他继续休
息养伤，张家嵩激动地说：“校长，学校的初中班是撤
点并校后的第一届，学生流失过多，将意味着这个戴
帽初中班将会被撤销，而一旦撤销，我们还有何颜面
面对家乡父老？ 我请求马上上课。 ”看着张家嵩急切
的神情，校长同意了。 从此，张家嵩开始了与轮椅为
伴的教学生涯。

在张家嵩的轮椅生活中， 最大的功臣是他的爱
人胡琼芳。结婚后，胡琼芳除了照料张家嵩的生活起
居，还是他工作上的帮手。 张家嵩备课批改作业时，
胡琼芳就在旁边帮他递书递本子，给他端茶、擦汗，
每隔一会儿还得帮他翻身。张家嵩有 100 多斤重，每
天出门前，胡琼芳把他抱上轮椅，进了课堂再把他抱
到座位上。

“以张家嵩这样的身体状况，说来难以相信，这
么多年来，他从没缺过一节课，更没向学校提出过任
何要求。在学校里，他是所有教师工作的标杆。”校长
李德忠动情地说。

现实难不倒课堂创新梦

对张家嵩来说，他的生命绽放在课堂上。 因此，课
堂“创新梦”总是在他的心里升腾。可是，只能坐在轮椅
上的他，要实现自己的课堂“创新梦”，又谈何容易呢？

张家嵩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该怎么写板书。 没
有板书的课堂是残缺的课堂，可张家嵩站不起来，该
怎么办呢？他苦苦思索着，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
其美的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学生组织起来，轮流当他
的“小助教”。 这样，每次备课时，他只需要将板书的
内容先写在一张张纸条上， 等上课时， 再由值日的
“小助教”将板书内容写到黑板上。 但这样的板书方
式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因此张家嵩常常在课堂上遭
遇“危险”：有时候，为了演示例题或纠正学生的错
误，他用一只手撑着拐杖，另一只手在黑板上吃力书
写， 由于失去双拐的平衡作用， 身体总是不停地晃
动，目睹此情此景，学生们无不为之感动；有时候张
家嵩讲得太投入， 站得太久， 脚一抽筋摔倒在讲台
上，学生们赶紧扶他起来。 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他
强装笑容对学生说：“没事，没事！ ”

张家嵩的教学方法不仅解决了板书问题， 也让
他对上好课充满了信心， 而且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2009 年教师节来临之际，校长李德忠拿着一沓
书信走进张家嵩的教室， 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这是
被大方一中录取的学生给张老师送上的祝福， 我给
你们念念。 ”

“我们真想每天都听到您那爽朗的笑声，看着坐
在轮椅上缠着绷带的您，真恨自己嘴笨，说不出什么
安慰您的话，也不能表达我们的焦急和忧虑。

张老师，这里有红心一串，代表幸福、健康，我们

把它送给您，希望您能理解，我们都很爱你……
张老师，您给了我们许多的爱，如果老天爷能够

用惩罚我们来换取您的健康， 我们乐意接受最残酷
的惩罚。 ”

听着这些真挚的话语，张家嵩的泪水潸然而下。
张家嵩的课堂也在不断创新。 为了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晴天，他和学生走出教室，在户外学习；雪
天，他和学生围炉而坐，进行讨论分享。 在张家嵩的
耐心辅导下， 学生的学习兴趣越发浓厚， 成绩上升
了，不少外出打工、辍学在家或流失他校的学生因此
纷纷重返校园，班级人数由 17 人上升到 42 人。初三
毕业那年， 张家嵩的班上有 2 人被中师录取，15 人
被高中录取。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 张家嵩订阅了多种专
业报刊和书籍。 他说，课堂上的许多奇思妙语，就是
从那些报刊和书籍上“搬运”过来的。 凭着这样的激
情和创新，张家嵩所教的班级在每次检测、竞赛中都
名列县乡前茅。而最令张家嵩开心的是，当地许多年
轻家长过去是他的学生， 今天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
了他跟前。

爱心助力孩子圆梦

张家嵩认为，作为班主任，就要用全身心来培

养学生抗挫折的品质，呵护学生的梦想，确保学生
健康成长。 如今 , 张家嵩所教的 8 年级有 72 名学
生，其中 30 多名学生的父母双双外出打工 。 张家
嵩了解情况后，与学生集体谈心，运用班会给他们
分析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让学生懂得，家乡的变
化与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密切相关。

为了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张家嵩及时抓住
各种教育的契机进行引导。春天，他让爱人用轮椅推
着他来到学校旁边， 在这里召集学生， 给他们讲霍
金、讲保尔·柯察金、讲张海迪、讲自己的心路历程。
张家嵩说：“激活和提升学生的梦想， 必须要让学生
有顺利的成长环境，要善于解决学生的困难，这方面
需要教师付出全部的爱心。 ” 张家嵩本来工资就不
高，且大部分都要支付医药费。但近 10 年来，他资助
了 40 余名家庭贫困的学生上学。 张家嵩认为，教师
要像地质工作者一样，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宝藏。

“培养孩子们的抗挫折能力，让他们拥有梦想，
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这靠什么实现？ 只能靠爱心。
好在我把全部的爱心都倾注给了他们， 这是我最欣
慰的。 ”张家嵩如此说。

人生因梦想而精彩，梦想因奋斗而美丽。轮椅上
的张家嵩，怀揣美好的教育梦想，行走在坎坷而又坚
实的人生路上。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大方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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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嵩：轮椅上的教育梦
□郭 勇

公办完全中学 北京市优质高中校之一

学校隶属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属北京市事业单

位，现招聘如下岗位：

1. 教师类专业技术岗位 25 人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

理、政治、体育、美术等各学科教师。

2. 非教师类专业技术岗位 3 人

校医 2 人、会计 1 人

3. 学校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5 人。

招聘信息详情请见：

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官方网站：

www.hdsyzx.com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海淀实验中学”

招 聘 启 事

为适应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师
资需求 ，河北省今年将为相关县 （市 、区 ）免费
培养 200 名专科学历 （学制 5 年 ） 农村小学全
科教师 。 按照 “从本县招生 、回本县就业 ”原则 ，
这些全科教师毕业后要在乡镇 （不含县级政府
所在镇 ） 及以下小学或教学点从事小学教育 6
年以上 。

一直以来， 农村教育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乡村
教学点教学环境差、师资水平低、教师知识结构单
一老化等问题日趋严峻， 成为区域教育公平发展
的“短板”。 面对现状，河北省启动实施的全科小学
教师免费定向培养政策， 可谓是破解乡村教育师
资困局的一个富有价值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
然而，利好的政策能否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关键
在于免费培养政策能否在农村教育的土壤中 “生
根发芽”。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为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
的巨大差距， 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的生活工作条
件不可同日而语，在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
境、职称晋升等方面“冰火两重天”。 现实中，受经
济、地域、交通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师资
始终处于紧缺状态。 迫于生计和事业发展瓶颈，一
些农村教师要么动用人际关系 “孔雀东南飞”，向
城市学校“集结”；要么通过下海经商、报考公务员
等方式另谋高就， 加剧了农村教育人才尤其是优
秀乡村教师资源的流失， 动摇了乡村教育事业稳
定的根基。

在国家正式启动高考改革、 重视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的现实环境下， 通过免费定向培养全科小
学教师，让农村学生全面发展，以更好地适应社会
变革和竞争，已迫在眉睫。

单从政策层面上看 ， 免费定向培养乡村教
师 ，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 ，只是迈出了城乡
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一步，而非全部。 提高乡村
教师的职业地位和待遇 ， 让农村教师安心 、舒
心 、暖心并心甘情愿地扎根乡村教育事业 ，才是
根本之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明确指出 ，对长期在农村基
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 、职务 （职
称 ）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完善津贴补贴标准 。
教育部、 财政部 2013 年联合实施的连片特困地
区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举措，通过反哺农
村教师 ，以期让优秀教师资源 “回流 ”乡村 。 然
而 ，一些地方政府却经常以财力不足为由 ，动辄
挪用教育经费 ；教育投入 “囊中羞涩 ”；教师待遇
不兑现……对广大农村教师的利益诉求置若罔
闻，理想的政策频频被“注水”。

从长远和深层次看，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不能
“纸上谈兵 ”， 需要打出让政策从纸上落实到地
上的“组合拳”。 进一步完善配套之举，出台相应
的措施，建立健全全科教师在农村终身从教的体
制机制，进而保障政策的执行效力。 治标更须治
本，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均衡城乡教育发展中
不可 “雷声大雨点小”， 要实实在在地让教育优
先发展的理念在乡村 “落地生根 ”，不断加大对
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的收入
水平 ，改善他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 ，让广大乡村
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不断增强农村教育事业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 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机制， 优化乡村教育发展环境，填
平教育均衡发展的鸿沟，促使社会上更多优秀的
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并长期从教、终身从
教 ，使乡村教师成为受人尊重 、让人羡慕向往的
职业。

教师稳则教育安。 建立务实规范的政策运行
和保障行机制， 让广大农村教师幸福且有尊严地
扎根于乡村教育的土壤， 应成为乡村教育公平健
康科学发展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中区渴口中学）

破解农村师资困局
亟须“组合拳”

□杨启锋

研训视窗研训视窗

当前，不少学校的教育教学还是老一套。 对此
领导不满意，校长很为难，教师也反感。究其原因，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教师培训做得太浮躁、太粗
心、太虚伪。教师培训应该“调转枪头”，在“慢、细、
实”上下功夫。

把培训的“活”做得慢一些。要做到这一点，首
先要转变管理者的思想观念。 我们开展的各种培
训 ，并非是因为教师 “不合格 ”、“不适应 ”，而是教
师要学习、要成长、要发展，因此学校应采取措施，
保障每个教师的培训权利。

其次要加强过程管理。 培训只是改变教师的
“引子”，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动力。要使教师
真正进入 “我要培训 ”的状态 ，还得靠教师的自我
觉醒。 教师的真正成长应基于不断学习 、消化、吸
收和借鉴，基于对实践的深刻反思，基于教学行为
的持续跟进，靠长期打磨、慢慢内化为自己的教学
理念，慢慢嬗变成新的教学行为。 所以，教师培训
要放慢脚步、扎实推进。

同时 ，培训虽然是帮助教师成长的 “捷径 ”，
但教师思想认识毕竟有差异 ，不少教师依旧以观
望的心态应付培训 。 为此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教师的转变 。 反过来说 ，期待通过几天或者
几次的外力培训来改变教师 ， 不现实也不可能 。
因此 ， 要以激活教师的培训内动力为着力点 ，坚

持问题导向原则 ，通过培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 。
把培训的“活”做得细一些。做细培训的“活”，

“眼睛”要向下，尤其应该注重调查研究。教师们还
有哪些问题？培训还需要改进些什么？教师是培训
的主体，培训者应善于借助一线教师的“眼睛”，看
清培训的问题，反思培训的不足之处。 只有认真听
取一线教师对培训的意见、 建议， 积极吸纳各种
“金点子”，才能使培训更到位。倘若我们的培训方
案来自学校实际 ，又反哺教学 、服务师生 ，这样的
培训不是更接地气吗？

此 外 ，培 训 者 还 应 思 考 ：当 下 农 村 教 师 知
识结构主要欠缺什么 ？ 教学能力差的倾向性问
题是什么 ？ 个性需求和共性需求是什么 ？ 有哪
些即时需求和长远需求 ？ 校本培训已取得哪些
成绩 ？ 还有什么困难 ？ 需要弥补什么 ？ 只有注
重调查研究 ，充分掌握培训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培训者才能彻底摸清教师素质的 “底 ”，才能避
免培训 “放空炮 ”。

在明确需求倾向的基础上， 我们还应建立教
师个体培训档案。 这不仅有利于分对象、分层次开
展个性化培训，还能使培训差异化。 这样，教师培
训既能突破培训难点，较好地帮助教师解决“本领
恐慌 ”；又能了解教师的实际需求 ，为全面提升教
师的专业素养奠定基础。

把培训的 “活” 做得实一些。 要做实培训的
“活”，关键是降低培训“重心”。 既要给校长放权，
真正使校长有权担责；又要给学校放手，让学校自
主设计培训方案，自行策划培训课程。

为此 ，要努力做到 ：行政干预少一些 ，学校自
主权多一些 ；让一线教师 “唱主角 ”，请专家 、教授
当顾问；培训机构核发的学分“权重”少一些，校本
培训的学分 “权重 ”多一些 ；听专家报告的培训少
一些，“兵教兵”的“草根”活动多一些；“怎么教”的
内容少一些，“我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 的内容
多一些 ；学科培训少一些 ，怎样研究学生 、如何提
高教师专业素养、如何通过读书厚实文化底蕴、提
高育人能力的内容多一些 ；疏离现实的 “空对空 ”
培训少一些 ， 嵌入日常教研的培训多一些 ；“假 、
大、空”的理论务虚少一些，帮助教师课堂会诊、指
导教师跟进教学行为多一些 ；教师 “向上跑 ”的面
上培训少一些，专家去学校、进课堂的具体指导多
一些 ；集中 “脱产 ”、统一听课少一些 ，教师自主选
择培训课程多一些……

除此之外，对那些理论功底扎实、教学经验丰
富的草根专家 ，别把他们关到统一培训的 “笼子 ”
里 ，应该大胆 “放他们一马 ”，允许他们信马由缰 ，
鼓励他们争做研究型教师。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奉化市教育服务管理中心）

教师培训应慢、细、实
□周建国

张家嵩坐在轮椅上，手持竹竿上课

2014 年教师节，张家嵩被评为“大方县师德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