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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黔”行播火种

为乡村教师做点实事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黄 浩 郭 瑞

这是一段艰苦而幸福的聚力之旅、圆
梦之旅、快乐之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
郭华和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还记
得，当十几位全国各地的专家 、名校长和
名师接到参加“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 ”大
型公益活动的邀请时，没有一个人犹豫 ，
他们无一例外地调整日程 ， 决定向同一
个地方出发……正是他们 ，成为 “支持乡
村教师西部行”贵州之行的主力军。 而这
支队伍的率领者， 是德高望重、 已经 86
岁高龄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
先生。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活动策划期间，顾明远先生多次询问具
体行程，并提出要求。 10 月 18 日，这支队
伍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出发了， 奔向一个共
同的目的地：贵州。

“走，到西部去！ ”

10 月 18 日晚， 天气微微有些凉，但
贵阳市金阳区牡丹路一家酒店内，气氛却
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从北部重镇沈阳
到经济特区深圳，从江南水乡无锡到巴蜀
名城成都，参加“西部行”的专家们聚在一
起 ， 即将开始为期 5 天的紧张行程———
“送教下乡”。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 ”大型公益活
动是纪念北师大教育家书院成立五周年
的一次特别活动。 “我们曾经探讨如何纪
念我们的五周年，也想过邀请书院的校长
们来北京聚集，大家将各自的成果在媒体
面前展示，似乎皆大欢喜。 但后来我们觉
得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更希望能做点儿

实事，比如走进西部，为乡村教育做点贡
献。 ”郭华这样诠释本次活动开展的初衷。

正如郭华所言， 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为
了同一个愿景———为乡村教育的发展做点
实事、尽份力量。

作为中国教师的“娘家报”，中国教师
报主要承担了此次活动与省市的对接、协
调和活动的宣传报道，“为乡村教师服务是
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与北师大教育家
书院、明远基金携手在做让心灵快乐、教育
发展、 社会进步的好事。 期待凝聚更多力
量，坚持西部行、坚持帮助乡村教师。”总编
辑刘华蓉说。

刚过了 86 岁生日、满头花白的顾明远
先生坚持为这次公益活动摇旗呐喊， 亲自
为 700 多名师生做“如何做一名好教师”的
主题演讲，一站就是半小时；讲座结束后，
顾先生不知疲倦地继续“西行”，一天内走
访了贵阳市云岩区的 7 所学校，从早到晚，
中间没有休息。

“从顾先生身上，真正感受到了教育家
的情怀，云岩教育有福气，得到顾先生这么
多指点和帮助。”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局长
李华荣感动地说。

江苏省无锡市育红小学校长李燕，转
机经停长沙，辗转六七个小时才到贵阳，不
顾旅途劳累便投入工作； 浙江省金华师范
附小校长、 著名特级教师俞正强不顾近 8
小时车程的辛劳和上任新学校校长的事务
繁杂，背着行囊匆匆赶来……

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都在贵州这里
一一汇聚。 “但不管怎么艰苦，我们都挺过
来了。”一名支教者说，“我们期待着尽可能
早一些行动，用自己的能量去带动、唤醒一

批乡村教师。 ”
“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

国教育的现代化。 ”顾明远先生在启动仪
式上表示，发展乡村教育 ，硬件发展容易
跟上，但如何提升软件———教师专业化水
平显得更为重要。他希望本次支教活动能
为提升贵州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略
尽绵薄之力。

“贵州是全国特岗教师最多的省份，一
线有大量的乡村教师。 贵州教育的希望在
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希望在乡村教师，各
位能把国内好的教育资源带到贵州来，是

贵州教师的幸事。”贵州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赵廷昌在开幕式上如是说。

在活动“主战场”毕节市，教育局局长
赵昌伦对本次活动同样寄予厚望，他表示，
“教育发展需要自立，又需要借力，需要争
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扶持———尤其是先进
发达地区教育理念的引领。 北师大教育家
书院专家一行来到毕节， 是我们期待已久
的事情， 为毕节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 ”

用送教的方式做公益， 用公益传递正
能量，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明远教

育基金一直致力于用公益行动推动社会的
发展。“用温柔的方式推动社会向更明亮的
方向迈进，我们的核心与主题就是传递爱，
推动中国教育更好地发展。”明远教育基金
副秘书长滕珺说。

给乡村教师讲点“用得着的技能”

18 名北师大教育家书院成员，个个都
是颇有名气的校长，他们的到来，给贵州乡
村教师带来了什么？

“以往光是听专家在台上讲理论，听着
挺有道理，但具体运用到课堂上，总觉得有
些隔靴搔痒。”来自毕节市第四小学的一名
教师说，“这一次，感觉有点不一样。 ”

他所说的“不一样”，是校长和教师亲
自上起了示范课， 让乡村教师们有机会一
睹名师上课的“风范”。 10 月 21 日，在毕节
市第四小学，来自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的
4 位名校长与教师， 分别讲授了两节数学
课、两节语文课。 其中，数学特级教师俞正
强的一节名为《用字母表示数》的课将现场
推向了高潮。

用字母表示数 ， 一般情况下数学教
师的讲授方法是，7 分钟内将课本上的知
识点讲完，然后开始长时间的训练。 但俞
正强的这节课 ， 却花费了近 50 分钟 ，也
没有给学生布置练习。 课后的交流中，有
教师表示不解 ， 这么长时间纠缠于一个
简单的知识点，是不是浪费时间？ 怎么一
节课都没有做作业？ 俞正强表示 ，“用字
母表示数 ” 是为了以后讲方程式打基础
的，如果不讲清楚其中的逻辑 ，后面可能
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弥补。

（下转 2 版）

“一把手”抓课改抓住了关键
总编七日谈 15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支持乡村教师
西部行”活动深入贵州，全国小班化教育
研究者和实践者齐聚南京研讨小班教学
如何深“化”，展示、分享全国名师工作室
建设成就的博览会在长春结束……这是
与中国教师报直接有关的一周大事。

而就在此时，在天气已经非常寒冷的
内蒙古， 在大草原深处的乌兰察布市，也
有一件大事：召开了市长、旗县长这些“管
全局”的一把手全程参加的课堂教学改革
现场会。

纵观全国， 一把手重视教育的不少，
一个地级市将一把手集中起来到学校看
课堂、看变化、共同讨论怎么推进课改的
还真不多。 这个现场会完全值得被称为教
育大事、课改大事。

地处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察布经济
欠发达，教育也相对落后。 在教育硬件设

施得到根本保障后， 教育怎么抓？ 当然是
抓质量。 质量怎么抓？ 乌兰察布的回答是：
抓课改。

改革永远比墨守成规更有风险 ，与
某些地方想课改但瞻前顾后 、 患得患失
不同， 乌兰察布市一旦选准课改作为教
育发展新的突破口，就全力以赴 、抓铁有
痕 ： 市政府将 2015 年定为全市课改年 ，
将课堂教学改革放在全市整体改革 、每
所学校办学整体改革的格局中谋划 ，政
府管理“围着课改转”：人事围绕课改转 ，
师资配置、 新教师录用和干部使用围绕
课改转 ；资金围绕课改转 ，把校建项目 、
优先发展的教育装备项目与课改捆绑到
一起 ；政策围绕课改转 ，职称评聘 、评优
评先、各项奖励政策都围绕课改转。 不仅
如此， 全市成立推进教育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 ，教育局长和干部包旗县 、包学校 ，

课改纳入干部和部门年度考核目标 ；确
定 29 所课改示范校 ,开动员会 、培训会 、
交流会……课改激活了一池春水 ， 全市
出现了不少风格各异、各具特色 、行之有
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抓课改抓对了！ 乌兰察布市市长陶淑
菊带着各旗县政府一把手进校看课后说：
看到了课改为学校、教师、学生、课堂带来
的深刻变化；看到了宽松和谐、朝气蓬勃的
氛围；教师引导、启发、点拨、指导，学生质
疑、探究、交流、展示，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
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这样的课堂是有生
命的课堂，是充满活力的课堂。

抓课改抓住了关键！ 今日基础教育，
已经到了课堂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乌兰察
布市的课堂教学改革表面上看是新教学
模式的探索尝试，实质上是践行国家课改
意志、 回应人才培养时代要求的生动实

践。课改让教师“教得有效”，让学生“学得
愉快”、“考得满意”、“发展充分”， 已经成
为激活教师队伍、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
高老百姓满意程度的有效手段。国家的未
来在课堂，抓课堂教学 ，抓住了教育工作
的关键。

为一把手抓课改点赞！乌兰察布 29 所
学校改革试点的成绩换来了政府的更多支
持，现场会上，市长陶淑菊要求各旗县成立
一把手牵头的领导小组， 成立专项推进课
改办公室，全力抓好课改工作。 由 29 所示
范校试点到全市推开、校校参与，乌兰察布
课 改 新 的 一 页
开启了 ，乌兰察
布 更 多 孩 子 的
人 生 发 展 之 门
打开了 。 这 ，最
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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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本报不断接到读者反
映： 有人冒充中国教师报记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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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
教师成长的
新支点

数学特级教师俞正强现场讲授“用字母表示数”

两天会议，4场专家主报

告，20场Tedx演讲，6节课

例展示……名师工作室如何

直面自身困境，突破发展瓶

颈。10月24日至25日，首届

全国名师工作室建设博览会

在长春拉开帷幕。

2015全国中小学高效课堂成果展示会

主题演讲

微型报告

好课展示

主题沙龙

名校观摩

2015，相约海南海口

台湾与内地课改人联袂呈现

研究者的远见 行动者的共识

专家坐诊回答课改“最近一米”的问题

高效课堂行动研究成果的年度检阅

不一样的好课盛宴 不一样的“咨询式会议”中国·海南
11月12日—13日
（11日全天报到）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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