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教师培训哪家强
每年暑期的学习培训，是各地教师少不了

的“假期生活菜单”之一。 现在问题来了，暑期
培训年年做，教师培训到底哪家强？

欢迎各地教育局、教育科研机构、教师
培训机构晒出你们的暑期集训菜单、理念、
思路和具体做法， 我们将集中报道各地创
新经验。

欢迎各地教师踊跃发表您对自己所参
加的某次、某段记忆深刻的培训的感悟、收
获和思考，我们将择优刊发，以供各地更好
地改进教师培训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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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郭 勇

“爸爸和妈妈离婚那年，爸爸就因病
离开了我们 ， 妈妈远嫁他乡不再管我
们。 ”提到家，大方县牛场乡中坝村的石
敏眼泪不断地滚落，“但是，我一点都不
孤单也不害怕，因为‘校长爸爸’说，以后
果宝小学就是我们的家！ ”

石敏口中的“校长爸爸”，就是贵州
省大方县牛场乡果宝小学校长朱光俊。

从 1977 年高中毕业到凤山公社凤
山小学代课开始，朱光俊 38 年只做了两
件事：当一名普通的农村学校教师和校
长。 但是，就为了做好这两事，朱光俊付
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 朱光俊说：
“教育是个良心活。 ”他把这句话当成自
己的座右铭。 38 年来，他修筑了一条通
往学生心灵深处的路，用无私的爱温暖
了万千学子的心。

从政还是从教？

1977 年， 朱光俊从大方一中毕业
后，先后到凤山公社凤山小学、五凤小学
和百岩公社代课。 期间，因为功底扎实，
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周末他还要给所
代课学校的教师们上课。 1980 年，因老
家的学校没有教师，全村上下也找不到
一个初中毕业的人代课，村里的孩子们
即将没有学上，在亲戚朋友的强烈请求
下，朱光俊来到了果宝公社辣子民校。

“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能好好
地读书，不能让孩子们也读不了书。 ”作
为民办教师的朱光俊在代课期间，深深
地感受到家乡的贫困落后，以及孩子们
无法读书的窘境。 这让他第一次有了留
在家乡教书的念头。

1981 年，朱光俊参加了大方县民转
公和全县经营管理干部考试，考试成绩
公布时，朱光俊愣住了 ，他的两个考试
成绩都是全县第四名。 应该选择哪一个
比较好呢？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光俊呀，
你还是放弃教师选择经营管理吧，你报
的那个六龙区，站长明年就要退休了，你
要是去那里，他一退休，你就是站长了。
但如果你选择了当教师，注定一辈子清
贫，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

“从政只能风光一时 ，教书能育万
千桃李。 ”朱光俊说 ，在他徘徊犹豫的
时候，学生的身影总是在脑海中浮动 。
于是，朱光俊“脑子一发热 ”，毅然选择
做一个“清贫”的教师。

这种 “从政 ”的机会 ，后来仍然不
断地出现。 1986 年，考虑到朱光俊成绩
突出 ， 市里决定调他去工作地区的公
安局，但朱光俊不为所动 ，拒绝了去地
区工作的机会 ， 继续留在了果宝小学
的三尺讲台上。

激情还是极端？

如今，走进果宝小学，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蓬勃景象：一栋栋楼宇巍然耸立，一
条条小径绿树成荫，一群群学生翩然其
间。 运动场活跃着快乐的身影，美术室
及楼道两旁张贴着充满活力的学生书
画作品，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整个校园充满希望和浓浓的文化味，跳
动着现代教育强劲的脉搏， 这不禁让人
怀疑：这真的是一所处于贫困省 、贫困
县、贫困乡的村级完小吗？

然而， 在朱光俊刚刚当上果宝小学
校长的时候， 学校不仅硬件设施和制度
不健全，常规管理差，而且师资力量非常
薄弱，甚至要“举债办学”。

朱光俊回忆说，“从 1975 年至 2003
年，20 多年的时间， 整个果宝乡近万人
口中，只有两名学生能够考取示范性高
中； 当时的果宝乡每年都有 100 余名小
学毕业生，但到初中毕业时就基本‘跑’
完了，曾经最多的一年只剩 43 名学生参
加中学毕业考试……”

“作为家乡培养出来的教师 ，我愧
对家乡父老啊！ ”2003 年，在果宝小学
当了 10 年校长的朱光俊， 再也不能容
忍破旧不堪的校舍只是修修补补的情
况。在没有得到上级教育部门任何批示
的情况下， 他决定和 7 名教师一起，联
名贷款办学。

在爱人宋先菊的眼里， 朱光俊就是
个“办学狂人”。 为了这个“豪华”的校园
和教师宿舍， 朱光俊不仅请学校教师帮
忙贷款，还变卖了自己的房屋、土地和他
母亲的寿材， 甚至还将女儿出嫁的彩礼
钱也投入到学校建设。

“为了建学校，他几乎连命都可以搭
进去。 ”爱人宋先菊感慨，这些年，朱光
俊建学校的疯狂， 让她也跟着吃了不少
苦头。

那时候 ， 朱光俊一年到头四分之
一的时间都在到处筹钱 ，跑县 、市教育
局 ，跑信用社 、农行 ，为了让来之不易
的每笔资金都能用在刀刃上 ， 朱光俊
锱铢必较 ， 甚至拒绝参加课本和食堂
食材的统一采购。

学校的环境明显改善了， 但朱光俊
和学校的教师们身上却背负起近百万元
的债务，每个月还了贷款，部分教师只能
靠借生活费度日， 甚至一度还借过高利

贷。 是激情还是极端？ 面对领导和公众
的质疑， 朱光俊用近乎呐喊的语调说：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果宝小学办成一
流的村级小学，我们要办出毕节地区无
与伦比的学校！ ”

朱光俊的这一举动，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甚至吸引了上海交大的博士生
来学校支教。 2010 年 9 月起，上海交大
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宇虹倡导她
的博士生，每两人一组 ，轮流走进果宝
小学支教。 这使得果宝小学教师团队堪
称“豪华”，教学质量飙升。 可是，学校欠
下的 186 万元巨额债务， 一直困扰着朱
光俊。 直到 2011 年底，大方县政府决定
在以前年度结余的教育经费中划拨 186
万元，解决果宝小学的债务问题。 朱光
俊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笔者问到他办学
期间的辛酸时， 朱光俊兴高采烈地说：
“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 不会亏本
的。 ”

以生为本，亦要以师为本

2009 年初， 朱光俊为了扭转学校乾
坤，大胆地提出了“以生为本、以师为本、
以民为本”的“三本教育”办学思想。 这不
是口号，而是镌刻在朱光俊心中，落实在
学校的每项规章制度、日常管理中，他特
立独行地实践着他的“三本教育”理想。

“为了让师生在学校快乐成长、开心
工作，除了学校的奖励制度外，朱光俊还
明确规定，凡是从果宝小学毕业的学生，
都要跟踪服务到大学毕业，决不让一个
学生因没钱而辍学。 ”果宝小学副校长
杨显雍说。

同时，朱光俊从 2008 年开始，坚持
每个寒暑假组织全校教师，分组、包片对
全校学生进行家访，及时了解学生的家
庭和寒暑假生活与学习情况。

在许多山区学校 ，“特岗教师留不
住”成为校长头疼的事，但来到果宝小学
的特岗教师基本都留下来了。 朱光俊心

里明白， 贷款办学是建设学校的硬件基
础，但要办一流的学校，教师最重要。

为了稳定教师队伍， 朱光俊还鼓励
年轻教师在学校内找对象， 只要夫妻双
方都在学校工作， 学校免费为他们举行
婚礼：“2014 年，学校为 7 对新人举行集
体婚礼 ， 我还得到了 10000 元奖励礼
金。 ” 教师李贤军开心地说，“学校还规
定，凡是买车的教师，学校补贴 20%，其
余教师每年补贴 1500 元的交通费。 ”

除此之外 ， 朱光俊还坚持每年春
节到新教师家给特岗教师的父母拜
年。 “今年春节前 ，校长一行扛着一箱
苹果 、 带着 300 元慰问金到赫章老家
给我父母拜年。 ”特岗教师郎挺说，“有
的教师家在遵义市 ，离这里上千里路 ，
朱校长也不辞辛苦要一一拜访 ， 让我
们的家人非常感动。 ”

果宝小学在朱光俊的带领下， 培养
了一支教学质量过硬、 师风师德建设良
好的优秀教师队伍， 走出了一条坚持多
元化发展和特色办学之路， 打造了一张
帮扶“孤儿单亲、留守儿童、弱势群体”名
片。 而朱光俊自己，也先后被大方县委、
县政府联合授予“大方县十佳校长”等荣
誉称号。

如今，一些来自城市、家境殷实的孩
子也纷纷来到果宝小学。“为什么他们选
择果宝小学，而不留在城里？这就是果宝
小学的魅力！”随着果宝小学教学质量的
逐年提升，朱光俊说话越来越有底气。

“我要把果宝小学建设成为中国最
好的乡村学校。 ”再过两年，朱光俊就要
退休了，但他却说：“即便是组织要求我
退休，我也要向组织申请干到 2022 年，
那时 ，学校刚好满 100 周年 ，我要主办
完学校百年校庆再退休。 ”

到那时 ， 朱光俊希望越来越多的
学校能向处于弱势的农村学生敞开大
门 ， 不要考虑他们的户口和各种繁杂
的手续 ， 让他们享受到真正平等的优
质教育。

是“培训”，
不是“陪训”

□ 方友燕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教师培训，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师弥
补成长“短板”、使“长板”更长的重要方式，
是引领教师走出山重水复的职业困境、获得
醍醐灌顶的一声惊雷。 这不是在夸大教师培
训的作用，因为培训的确能让教师在“有涯”
的生命中享受“无涯”的知识甘泉，感受源自
前沿的理论清风。 但在实践中，我虽然也参
加过多次培训，却没有达到上述效果。

有人曾这样描绘教师培训的现状 ：
“发一个通知，招一批学员，请几个教师，
讲几堂大课，钱花了，理论也很好，就是回
去不知怎么搞。 ”肯定地说，这是对目前教
师培训较为实在的描述。 那么，教师培训
的现场是什么状况呢 ？ 你如果深入其现
场，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授课教师在台
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听课教师在下面昏昏
欲睡地“参与”。 培训结束，大家 “百度一
下”，复制粘贴，培训总结便算完成了。 即
使是在听，也是“听听激动 ，想想感动，回
去一动不动”。 难道这就是教师培训？ 肯定
不是，充其量只是“陪训”而已，参培教师
只是帮上级相关部门完成了一项任务。

教师培训不是宣讲团做报告，培训最终
是让教师能带走些什么，能把带回来的东西
运用于实践或者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从而
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得到成长。 先哲孔子强
调因材施教，那么，教师培训为什么不能因
需施培呢？ 在我看来，培训之前搞个问卷调
查，了解教师的困惑是非常必要的。 由各校
教师提出在实际教育教学中的疑难、困惑和
问题，署上实名，形成书面意见，上交教育行
政部门的教师培训中心，再由培训中心进行
汇总，将有相同或相似困惑的教师统归在一
起。 同时，将教师的这些问题分类传给相应
的授课专家，让专家能有的放矢地对教师进
行培训。 只有这样，培训才能做到针对性强，
让教师感兴趣。 因为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教师们自然听得认真，听得进去，能带回
来，而且受用。

今年暑假，我就“享受”了一次这种有
的放矢的培训。 这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几
年来心中的一个困惑。在 2011 版新课标出
台后，新课标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提得
很响亮，但是，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在实
际的语文教学中对于落实语言文字的运
用，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仍旧不知
如何操作， 尤其是教材的解读视角 、“语
用 ”的切入点 、“语用 ”的 “度 ”的把握 ，等
等。 当授课专家了解到这一信息后，及时
改变了授课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引领教师
“如何落实语言文字运用”上。

授课时，专家先让教师结合自己的教
学谈过去是如何做的，目前的困惑又是什
么， 然后再针对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引领。
比如，建立语言文字运用的场域 ，培植语
言文字运用的土壤，等等。 当教师们再次
疑惑顿生时，专家便让教师们思考 ，然后
相互讨论和交流。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可以说，教师们在“愤”“悱”状态时，专家
的点拨和教师们的讨论才能将培训引向
深入。

其实， 只要给予教师讨论和交流的时
空， 教师们就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
花。 所以，教师培训必须改变过去我讲（授
课专家）你听（一线教师）的局面，让有效的
“对话”贯穿培训始终，让教师们真正能学
得进，带得走，用得上，能改进。

纪伯伦说：“精通数学的人， 能说出度
量衡的方位，他却不能引导你到那方位上
去。 ”因此，教师培训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
是听课教师们的实践。 培训的效果如何，
也需教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当一门培训
课程结束后，应让教师们结合培训进行即
时的案例解析，或抽课题借班上课。 结合
教师们的实践情况， 专家进行再培训，这
样， 教师们才会真正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才能让教师通过培训、通过实践生出属于
自己的“翅膀”。

走出“陪训”的樊篱，让教师培训源于
实际，彰显受训教师的主体地位 ，如此才
能让教师将培训所获运用于实践，解决教
育教学的真问题，进而收获成长。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百安移民小学）

朱光俊：建最好的乡村小学

朱光俊与孩子们在一起

前些天，校长通知我把本校辖区里
教龄超过 30 年的教师信息统计一下，上
报教委，国家要给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因为一部分教师已经退休了， 我就
一一打电话联系。 其中一位退休老教师，
听说将要给他颁发国家级荣誉证书时，
在电话那头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他
一辈子还不曾有过鲜花、掌声、红地毯的
辉煌，没想到退了休还能获此殊荣。

我知道， 这位老教师是民师出身，
做民师前曾经当过村会计， 是 40 年前
村上仅有的几位高中生之一。因为家住
农村，他一辈子不曾离开过村小。 过去
的村小没有上级拨款，从建房子到砌院
墙以及置办各种教学辅助设施，全靠当
地村民集资解决。当时还没有“打工”一
说，农民全靠土里刨食，挣钱很不容易，
村小的落后可想而知。即便是一个教师
有上进心， 也很难有机会成为名师、模
范，自然也就没有登台领奖的日子。

我在学校算是中青年教师了，参加
工作的时间比他们晚，虽说现在学校的
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但与县城相比，硬
件设备悬殊仍很大，学校至今都没有多

媒体教室。 我记得唯一那次去县里参加
优质课评选，为了准备课件，熟悉设备，
只得多次到镇上模拟试讲（镇上学校有
多媒体教室），结果比赛时，还是因课件
无法打开而勉强获得一个二等奖。 农村
教师都知道临时抱佛脚不会取得好的成
绩，因此参与讲优质课、公开课等竞赛性
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又因为长期不
参加竞赛活动，无形之中就与模范、优秀
等荣誉无缘，我们学校好几位老民师都
是因为赶上了 2002 年山东省最后一批
民师转正的“末班车”，才得以转正并评
上高级教师的。 这些教师虽然一直在乡
村学校执教，但并没有因此不思进取，反
而心态阳光，不断地挑战自己。

就拿我们学校的教师刘春义来说，
他今年 60 岁了，1976 年参加工作， 一辈
子没有离开过村小，一直教一年级语文，
去年暑假却向校长申请跟班教二年级语
文，说挑战一下自己。 尽管这个要求打乱
了校长的分课计划， 但校长还是爽快地
答应了。 一天，刘老师问我，登字的部首
“癶”怎样读，这还真把我问住了，转问其
他语文教师，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癶”

读什么。 后来在网上搜索了才知道，“癶”
这个偏旁就叫作“登字头”，读音念 bō。一
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教师， 对待工作还
是那样认真， 还是那样虚心地向他人请
教，多么值得学习啊！ 我知道像刘春义这
样的教师在每所学校都有， 他们不奢望
领导表扬，也不渴望得到什么荣誉，就是
把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当成良心活，尽
心尽力地去做好。

其实，优秀的教师是没有标准的。 还
记得中国教师报上曾刊登的 《文盲老师
“关内侯”》一文，虽然 10 多年了，我仍然
记得那个外号“关内侯”的侯老师，因为
在农民运动会上蝉联数届扛粮食包冠
军，被校长安排为体育教师。 侯老师因为
文化程度低， 做体育教师后闹过不少的
笑话，例如：点名时把“岑秀芳”读成“今
秀芳”，把“马魁”读成“马鬼”……但作为
一名体育教师，他为了给学生做好示范，
曾连续 3 天不厌其烦地练习投掷手榴
弹，边练边琢磨，反复回味投弹时的每一
个动作和细节， 力争掌握投掷的技巧和
姿势，还自创了“顺胯、引弹……”等一系
列带有浓厚方言特色的投掷口令， 最终

他经过艰苦的训练，不仅投掷出 74 米的
惊人成绩， 还帮助他的学生在全区中学
生体育选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终于
赢得了学生的爱戴，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从去年开始，农村教师逐渐感受到
自己待遇上的提升 ， 甚至比县城教师
“高上了一等”，因为每个月比县城教师
多了几百元的补贴。如今，《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的颁布实施 ，又让那些长期工
作在农村的教师再次受到全社会的关
心和关注 ，尤其是一些老民师 ，一生中
并没有作出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
有多少荣誉引以为豪。他们大半生领着
很低的薪水 ，在工作上尽心尽职 ，凭着
良心教学、做人，在当地口碑都很好。现
在给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我以为 ，既是
对他们一辈子教书育人工作的认可和
理解 ， 也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无上尊
重。正如电话那头那位开心得大笑的老
教师所言：这份国家级荣誉证书是我一
生教书的毕业证呀，我终于可以光荣地
毕业了，此生圆满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曹县普连集镇回
民小学）

“30年证书”是执教生涯的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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