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绘画”放异彩
日前， 由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承办

的中国学院奖第四届数字绘画大赛颁奖典礼暨
数字艺术教育论坛举行。 本届大赛征稿历时 3
个月，全国近 80 余家艺术院校参与，征稿作品
近千幅。 与互联网结合的“数字绘画”在本届比
赛中大放异彩，受到了与会者的“追捧”。图为中
国学院奖委员会主席、 中国著名音乐家王立平
等专家在观摩获奖作品。 王蒙/摄

职业教育政策宣讲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云慧明） 日前，

海南省举办第二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活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出席。 为了
让更多的师生了解中等职业教育政
策、选择职业教育，海南省教育厅组织
4 个职业教育政策宣讲团，为各市县中
学生宣传职业教育政策。 宣讲团成员
由省教育厅领导、 职业学校校长和职
业学校学生等人员组成。 其中，省教育
厅副厅长潘惠丽带领宣讲团一分团来
到海口市四中初中部， 为初三毕业生
解读职业教育政策， 并现场回答师生
提问。

“互联网＋常态课堂应用”高
峰论坛在宁波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建锋） 近日，
由浙江省教育学会、 宁波市教育学会
与宁波市委党校联合主办，以“聚焦应
用驱动，服务常态教育 ”为主题的 “互
联网＋常态课堂应用”高峰论坛吸引了
300 余人参加。 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郭振有在会上指出，信息技术与传统教
育绝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借助于现
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可以将教育理念
落实得更到位。 近年来，为实现教育信
息化，浙江省形成了“课堂用、经常用、
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

曹文轩“大王书”品读会在北
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5 月 22 日，
由接力出版社精心打造的曹文轩唯一一
部长篇幻想小说 “大王书” 系列图书推
出。 接力出版社同日在北京举办 “大王
书”品读会，金波、樊发稼、曹文轩、白冰
等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品读会。

品读会上 ，活跃于当今儿童文学
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 “大王书 ”，就其
幻想文学的独特价值与品质展开研
讨 ，并达成共识 ：在曹文轩诸多优秀
作品中 ，“大王书 ”别开生面 ，独树一
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第十一届冰心文学大赛专家
内蒙古开讲

本报讯（通讯员 李润和） 近日，
“第十一届冰心文学大赛专家讲座”在
内蒙古四子王旗举行。 全国青少年冰
心文学大赛专家评委、 文艺评论家肖
惊鸿与教育部主管中国智慧工程研究
会青少年部主任刘丹， 分别就儿童文
学和网络文学发展、 立德树人的中小
学生创造力培养等主题为与会嘉宾作
报告。 现场专家鼓励教育工作者要跳
出教育看教育，心里要有远方，才能把
学校办得更好。

吉林抚松：开展争做“最美教
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成海） 日前，
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在全县教育系统
开展学习“抚松县‘最美教师’事迹”宣
传月活动。 抚松县教育局联合当地电
视台开辟“师德高尚、教师光荣”栏目，
集中报道 “最美教师”、“十佳教师”先
进事迹， 并举办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巡
回报告会。 全县各中小学校还通过板
报、宣传栏、广播站 、主题班会等宣传
平台，号召广大教师争做“最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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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名教师上岗 7个月未领到工资，要等签 692张审批表

按时发工资真有那么难？
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回应：先垫付每人 8000元

2015 年参加西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考试走上教师岗位 7 个多月了，陕西周
至县 173 名年轻教师至今仍未领到过工
资，叫苦不迭。

据《华商报》5 月 21 日消息，该县教育
局对此回应称，工资手续程序复杂，相关部
门要为每个教师办好 5 份文件资料， 然后
在县财政局领相关审批表， 经审核批准后
再上报签字。 记者调查发现，一系列审核程
序走下来， 仅分管县长需要签字的审批表
就多达 692 份。 然而，因程序问题曾被数月
“拖欠”工资的，还不止于这批教师。 5 月 22
日，周至县政府表示，将按照每人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垫付教师们 8 个月的工资， 垫付
的工资将在月底前发放完毕。

“实在不好意思再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5 月 20 日，在周至县某镇中心小学任
教的小 A告诉记者， 她去年 5 月参加西安
市教育卫生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
被录取后于去年 10 月正式上班，可到现在
7 个月了，没领到过一分钱工资。

“我们考的是事业编制，第一年是见习
期，听说工资每月只有 2000 多元，可就是

这 2000 多元也一直没领过，为此也询问过
县教育局，回答是让等一等，材料已递交给
县财政局了。 与我同时来的一共 3 个人，都
没领过工资。 我都 26 岁了，每个月还要靠
父母接济，确实不好意思。 ”小 A说。

小 B也是通过那次考试成为周至县一
所中学教师的，20 多岁的她家在外地，“去
年 10 月入职， 到现在没领到过一次工资。
大概两周前填过一张审批表， 上面显示是
2000 多元。听前年考进来的同事说，他们也
是在上岗 8 个月后才领到工资的。 学校让
我们耐心等待， 可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向
家里伸手要钱了。 ”小 B很无奈。

同样情况的小 C 在周至县某镇一所
幼儿园任教，“县里人社局、财政局、教育局
我们都问过，但还是领不到工资，前不久又
说是领导还没签字。 5 月初领了工资卡，说
工资从去年 9 月算起， 但还是没发一分
钱。 ”小 C说。

据了解 ，2015 年考入的 100 余名年
轻教师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人说“能
理解手续办起来需要时间，但没想到要这
么长时间”，“我们也知道工资最后都会补
发，可这么长时间不发一次工资，也是让
人受不了的。 ”

教育局：估计六七月份可领到工资

5 月 20 日， 周至县教育局计财科工
作人员给记者详细解释了办理这些人员
工资手续的程序：2015 年通过西安市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 当年 9 月和 10 月
共有 173 名年轻教师在该县的幼儿园、小
学和中学上岗，教师报到后，县里相关部
门要为每人依次办好 5 份文件资料，第一
步是招录分配文件； 第二步是增人计划
卡；第三步是办理编控通知单；第四步由
县教育局做新增人员工资审批表，而此表
做之前还要由各接收新人员的学校先行
统计上报；第五步是将此表上报给县人社
局，审核批准后再返回县教育局。

为每个人准备好以上 5 份资料后，县
教育局向县财政局申领县行政事业单位
新增财政供养人员审批表，由教师个人填
写后返回县教育局审核，如果其中一个人
填写有问题，就要全部停下等其返工。 此
审批表审核后上报县财政局，待其审核批
准后，再经主管县长签字后方算完成，“只
要主管县长签了字 ， 立刻就可以发工
资。 ”周至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说。

记者看到， 所有这些程序中的每一

步，审核签字的人都不止一个，仅县财政
局审核这一环， 要签字的就有业务科室、
预算科室、主管副局长、局长。还有那份要
由主管县长签字的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财
政供养人员审批表，每一个人都是一式 4
份，全部要由主管县长签字。

据周至县教育局介绍 ，2014 年分配
来的那一批教师， 也是到 2015 年 7 月才
开始领到工资。 “这一批今年估计六七月
份可领到工资，到时候会补齐此前所有工
资及取暖费等。”工作人员说，只要有教师
反映生活困难，所在学校也会想办法预支
一些生活费。 据《华商报》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上接 1 版）
沙有威一直享受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顺其自然，

随心所欲。 “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吧， 想那么多干什
么？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其实，最初的他也没想到，自己走得那么远。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沙有威将自己的行走取名为“烛光行”。 意谓有一
分光，发一分热。

“烛光行”的第一站是陕西。 尽管沙有威心里有些忐
忑，但几经周折，在北京信息技术教研室主任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愿意接收他的学校———宁强县南街小学。

上百名孩子将教室围得水泄不通， 上完课后，许
多人在教室门口“堵”着沙有威，有的向他询问一些关
于机器人的专业知识， 有的则纯粹为了向他说一声
“谢谢”。 作为“首秀”，南街小学之行让沙有威感觉到
不虚此行。 “上课时，孩子们渴求的眼神坚定了我此行
的信心。 ”沙有威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沙有威收获的另一个意外之喜，是这所学校校园
里印着的一句格言， 让他忽然间有了心中一动的感
觉。 那 8 个字是：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这句话从此成
为沙有威的人生格言。

“不倦前行的人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我很喜欢这
句话。 ”沙有威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

很少出远门的沙有威在结束陕西之行后，开始向
四川和云南进发。

这段路走得并不轻松。 在云贵高原，遍地都是迂
回曲折的山路，人生地不熟，沙有威出行只能看导航，
有一次，由于导航出错，他被引导到一条山路。 一路向
上，车始终处于上坡状态，越到后来坡度越陡。 就在进
退两难的时候，幸好对面来了一辆警车，车上来人告
知他，前面根本没有路了，非常危险。 沙有威费了老大
劲，才让车掉过头来。

有些地方根本就不通车。 在前往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一所学校时，因为位置偏僻，无法使用导航。 沙
有威电话中问校长，有什么路标吗？ 校长说，有，我们有

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学生在路上迎着您。 学生带着沙有
威在山间小路开车穿行，好容易到了半山腰，沙有威以
为学校到了。 学生却说，把车停在这里吧，剩下的路只
能靠走了，沙有威一愣。 在越来越窄的山路上又走了大
约一个小时，60 多岁的沙有威到了山顶已是气喘吁吁，
但当他看见那所没有牌匾、没有围墙的凉山彝族小学，
看到许多质朴的孩子时，劲头儿立马就有了。

上完 4 节机器人课，校长找到沙有威说，沙老师，你
今天能不能留在学校？ 我们已经当你是好朋友了。 患有
冠心病的沙有威因为没有带每天要吃的药， 有些为难，
他只好向校长表示：明天我再来！ 第二天，沙有威如约再
次来到学校，与师生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第一次出行，找不着路、走错路是家常便饭。 为了
省点过路费，沙有威很少上高速，而国道路况相比高

速路差很多，开车时间长了，十分疲惫。
“只要给我上课的机会，这些都不算什么。 ”沙有

威说。
有一次， 沙有威来到云南临沧地区的一所完小，

本来要在机房上课，学校忽然停电了。怎么办？沙有威
灵机一动：要不就在操场上课吧！ 教师们一听都乐坏
了！ 把课上到操场，学校 1-6 年级的孩子全都围了过
来，围成一个圆圈。 沙有威在中间给孩子们演示机器
人如何行走、翻跟斗、避开障碍，并给孩子们讲述其中
的原理。 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一个细节。

一路走，一路讲，沙有威的机器人课受到越来越
多学校的欢迎，经常上着上着，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
一些孩子挤不进来，只好趴在窗户上听课。

从陕西宁强到四川北川、汶川、凉山，再到云南临
沧、普洱，第一次出行，沙有威收获满满。 算来，这一趟
已经出来两个多月了，是时候该回家了。

返回北京后，意犹未尽的沙有威将自己的行程规划

了 10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南行”，第二阶段是“新疆
行”，第三阶段是“西北行”，第四阶段是“东北行”……几
年来，新疆、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湖北等全国
大多数省份，都留下了他的车行辙印。 如今，沙有威已
经完成 8 个阶段的行程， 在全国 39 个地区的 102 所
学校上课 257 节，行程近 4 万公里，为 19700 余名学
生讲“机器人科普课”……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沙
有威在点点滴滴的行走中累积起来的。

每到一所学校支教，沙有威就在笔记本上留下一
枚学校的印章。 如今，第一个笔记本已经被印得满满
的，第二个笔记本也已用了一半。

湖北长阳县李家湾小学校长看到沙有威的笔记
本后，情不自禁地给沙有威发来一条消息：“想起了历
尽艰难的唐僧，每经历一个国家就在通关文牒上盖上

国玺。 你们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可敬可佩！ ”
行走 4 年，沙有威收获了无数类似的赞誉，但采

访中他一再强调，“千万别把我拔高了，就是一个普通
退休教师，干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

追梦的“牧羊人”

曾经，一位朋友疑惑地问沙有威，“老哥，你这么
满世界跑不累吗，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

沙有威以前的回答是，“玩！ 不过希望玩得更有意
义一点”。 他说，用“玩”的心态对待自己想做又喜欢做
的事情，就一定会认真去做。

最近， 沙有威将自己坚持行走的理由列了 5 条：
一是为了你们带给我的感动，二是为了寻找久违的眼
神，三是为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四是为了“常成”和
“常至”的信念，五是为了沿途那偶遇的风光。

沙有威不愿将自己“玩”的行为用“支教”这个词

来定义。
“‘支’是赋予别人的意思，我在‘烛光行’过程中

得到的东西也不少，这种获得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
沙有威说，自己更喜欢用“义教”这个词。

好几次 ，沙有威上完课后 ，学生围着他 ，让他签
名。 这让沙有威觉得很意外，也很幸福。 在云南临沧，
第一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后，第二天，一名来自美国的
支教者问自己的学生， 你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
人？孩子们说，希望成为沙爷爷那样的人。这话让沙有
威很感动。

正是因为一路中无数的感动与惊喜，沙有威期待
能一直走下去。 如今，他的义教名声在外，只要在网上
公布自己的行程，马上就会有不少学校联系他前往义
教，还有好心人给他捐了一些经费，让他能吃住得更
舒适一些。

只是，岁月不饶人。 路越走越宽，认识的朋友越来
越多， 期待沙有威前去讲课的学校也在不停地召唤
他。 但沙有威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如从前。 好几
次，家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

沙有威也在思量，总会有一天，他真的走不动了。
“烛光行”怎么办，就此终止吗？ 那些山里的孩子怎么
办，会有人接他的棒吗？

周围愿意加入义教行列的朋友越来越多，沙有威
觉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任性”，一个人说走就走，想
到哪儿到哪儿。 他计划筹备一个“烛光工作室”，让更
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一起行走，一起追梦。

有梦想就会有奇迹。 一家企业特意为沙有威的义
教行动新建了一个“我们的教育机器人梦”网站。 上面
记录了他走过的每一片土地，每一所学校。

沙有威特别喜欢网站首页上引用的 《牧羊少年的奇
幻之旅》中的一段文字：当我真心在追寻着我的梦想时，
每一天都是缤纷的，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实现
梦想的一部分。当我真实地在追寻着梦想时，一路上我都
会发现从未想象过的东西， 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去尝试
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还只是个牧羊人而已。

沙有威觉得 ，自己就是那个 “成年版 ”的 “牧
羊少年 ”。

襍图片新闻襊我读《中国教师报》
信箱：jiaoshidubaohui@163.com

□胡旺洪

我们的
“思想武器”

结识中国教师报是在 2012 年，当时，
我初当学庵小学教导主任不久，急需一份
既报道教育发展前沿信息，又对我的教学
管理有指导意义的报纸，而学校恰好订阅
了《中国教师报》，让我很惊喜。

4 年来，我始终认真地订、学、用这份
报纸， 将其作为平时学习的主要内容，开
展工作的“方向导师”，促进学校教研教改
活动的“思想武器”。

我对中国教师报的读用分 4 个环节：
一是泛读。 每天到办公室后，第一件

事是看《中国教师报》，所有版面都一一翻
阅，然后用铅笔把重要的文章和栏目标注
出来。

二是精读。 根据标注，在中国教师报
网站下载相关文章，编成每月一期的报纸
摘要。 在茶余饭后、会议间隙、外出游玩、
夜深人静时，再拿出来精心阅读，圈圈画
画，反复品味。

三是复读。每周我们学校都会组织一
次周前教师会议，会议前，我会重新阅读
报纸摘要，对自己的读报笔记进行分类整
理，把其中的精彩观点有机地融入会前的
业务培训中。

四是推荐读。 本着“好东西与大家共
享”的原则 ，我将反复阅读 、用笔圈划并
摘录了新观点后的报纸整理好， 放在学
校教师阅览室最醒目的位置， 方便其他
教师阅读。

学庵小学是一所因阅读而取得小小
成绩的学校，但在“湖南省阅读特色示范
校”荣誉光环的背后，只有我们才知道，学
校的阅读教学曾经遇到瓶颈：学生热爱阅
读，却是漫无目的的读；学生的阅读数量
在递增，但阅读质量在减退：阅读书目十

分随意、 阅读方法不够合理。 直到有一
天，我与几位教师翻看《中国教师报》，不
约而同地看到了 《给学生营造阅读生态
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江苏省泗阳双语
实验学校积累的十年阅读教学经验。 文
中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凝聚着该校教师的
智慧和心思，尤其让我们眼前一亮、备受
启发的是，学校“推荐阅读书目———形成
阅读链”和“有效读书指导———保证持久
阅读”的“金点子 ”，让我们有 “久旱逢甘
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于是，我们也创

造性地在学校各年级构建 “阅读链”，摸
索出 “经典美文诵读 ”“主题群文阅读 ”
“整本书默读静思”的阅读指导方法。 经
过实践， 我们发现， 孩子的阅读更加高
效、成长也更加茁壮了。

作为一份集政策性、新闻性、知识性、
实用性为一体的报纸，中国教师报真正做
到了“中国教育因她而改变”！全体学庵人
想说：“有中国教师报相伴的日子， 教育、
生活都是美妙如花！ ”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宁乡县学庵小学）

“退了休，去做教师志愿者”

一边是因为不发工资难以维持
生计的无奈，一边是严格按程序办事
难以通融的无奈， 看似各有各的难
处。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一再推进简
政放权，减少审批项目，出发点就是
为了让民众更多、 更快地享受实惠。
按时给教师发工资真有那么难吗？从
当地政府的反应来看，只要敢于破除
僵化的行政思维，这件事并不难。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