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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都县第四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在操场

奔跑、游戏，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据了解，为

了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大力发展阳光体育

活动，宁都县第四小学从培养学生兴趣着手，将体能

练习和素质练习相结合，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体

育活动中，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让学生充分释放学

习压力。 特约记者曾嵘峰 摄

近日，兴国县曙光救援队志愿者现场为该县实验小学

学生演示心肺复苏技能。盛夏已至，该县开展“珍爱生命，

远离溺水”为主题的防溺水演练活动，邀请曙光救援队的

志愿者为孩子们现场教授安全急救技能，提高孩子们的防

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为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

李玲 摄

考试前一天，我把一张测试题抄在

黑板上，让孩子们边练习边讲评。

在我的组织下，练练讲讲、讲讲练练

进行得有条不紊。预计下课前五分钟能

将全部习题讲完，可二十五分钟过后，教

室里开始躁动起来。我转身在黑板上画

了颗爱心，在爱心中央写了个“静”，对孩

子们说：“我们只需要十分钟就能讲完

了，认真听，你会在不知不觉完成这些练

习。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听好吗？”

“好！”

“要是哪位同学不认真听，怎么办？”

“让他把‘静’抄一百遍，让他永远记

住要静下心来听课。”一个孩子大声喊。

“这样可以吗？同意的同学请举手。”

五十四只小手高高举起，看来孩子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接着讲习题。

五分钟后，坐在最后一排的刘琛竟

把本子卷起来抛着玩，旁边的孩子随着本

子的起落，发出嘻嘻的笑声。我停下了，

眼睛盯着他，教室立刻安静下来，孩子们的

目光一下子投在他身上。他竟然说：“太累

了，我不想做了。”我蹭一下怒火就上来了，

真想冲过去训斥他一顿。但理智告诉我，

这绝不是教育孩子的高招，我压制住内心

的怒火，冷眼与他对峙……沉默之后，我

把他“请”到“图书角”边接着听课。

下课后，我冷冷地对他说：“君子一

言，驷马难追。你把‘静’字写一百遍吧！”

我走上前看他书写，天哪，他写的哪是

字。不仔细，根本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

我一定要静下心，找到比“训斥”“罚抄”更有

效的教育方法，真正征服孩子的心灵。

“你一笔一划认真写，我给你减去二

十遍。”他不再“龙飞凤舞”。“写得不错，

有进步。如果能把你写得最好的字亮出

来，你就写十个‘静’就行了。”

十个“静”写完了，我对他说：“明天

就用这种字迹考试，以你的聪明才智，肯

定能考到 95分以上。因为你静下心写，

一定会静下心思考。”

他抬头看了看我，眼里充满感激、希

望……

真没想到，第二天的测试他得了 99.5
分。课堂上只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才能确

保学生深入思考，学生在平静的心理状态

下，潜能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在学生

激怒了自己时，要抑制住激动气恼的心

情，冷静理智地考虑妥善的处理方法，定

能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在校园这块净

土上，静心感受身边所有的一切，就会不

断地发现学生给你带来的收获与幸福。

（作者系赣州市滨江二小老师，

2019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小兵）教育

部网站近日公布了第十四届宋庆龄奖

学金获奖名单，全国共有 1538名学生

入选，其中赣州市有 7人获奖，分别是

大余县内良九年制学校七年级的邱冬

兰、宁都县河东初中八年级的曾樑、全

南县龙下初中九年级的叶子怡、赣州

中学九年级的胡文嘉、南康区第五中

学九年级的廖为晗、安远县东江源小

学四年级的杜健杰、兴国县思源实验

学校九年级的朱佳敏。

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是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设立的国家级奖学

金，旨在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

优秀少年儿童榜样。第十四届宋庆龄奖

学金共奖励1538名优秀学生，每人将获

得荣誉证书1本、奖学金1000元。

本报讯（钟孟盛 廖淑琴）依法执教是依法治国方

针在教师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近日，赣州市阳明小学开

展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邀请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世发及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俊

教授为教师进行法律知识讲座。

本次讲座着重讲解了《民法典》《教师法》等，以生动

的语言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师德师风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其内容包括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学校的

廉政建设、法治教育、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教师的法律意

识，提升教师知法、懂法、用法的能力。

通过此次讲座，大家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守法维权的意识，并懂得

了廉洁从教、依法执教的重要意义。

赣州市阳明小学
法治教育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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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静能让潜能最大化发挥
□刘红英

6月28日，清晨的阳光温暖而不炽热，崇

义县聂都乡聂都村智力残疾儿童罗某文认真

聆听着聂都乡中心小学帮扶老师吴鸣英讲故

事。这是今年开学以来帮扶老师第4次到罗

某文家中，为她送上最鲜活的知识。“上学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受教

育的权利，特别是对残疾、患病的孩子，我们

通过‘送教上门’帮助孩子感悟生命价值，勇

敢面对生活。”吴鸣英介绍，每月至少两次送

教上门的老师会根据孩子的智力和认知能

力，寓教于乐，与孩子进行互动。据介绍，崇

义县各乡镇共有60名教师坚持开展对残疾

儿童送教上门关爱活动，让残疾儿童享受特

别的爱。

这只不过是我市全方位、立体式教育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侧面，据悉，近年来，

我市教育系统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

实、确保可持续”的要求，严格对照“两不愁

三保障”的底线标准，建立健全了从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济困助学体系，全

力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

落实教育资助政策

宁都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罗霄山连片特困县。

在这里，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资助几乎成为

孩子们接受教育、走出贫困的唯一途径。

就读于田埠乡第一幼儿园小班的李小小

（化名）家住田埠乡，父亲肢体残疾，母亲

在家务农，全家靠着父母做小工、种田的

微薄收入支撑着日常开支。2018年 9月，

李小小开始上幼儿园，每学期千余元的保

教费、伙食费、教材费等费用，无疑给这个

家庭增加了一笔大开销。由于享受了一

学期 750元的学前教育国家助学金，给这

个家减负不小。

不仅在宁都县，如今，我市已全面建

立起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

为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我市

创立了由学校和乡镇人民政府双负责制的

双线排查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在本县就

学”“在本市外县就学”“在外市外省就学”

三个台账，做到“精准建档、不漏一人”。

建档立卡为的是有效资助，为此，我

市出台政策对贫困家庭在园幼儿给予资

助、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给予两免

一补、普通高中学生给予助学金及免学

费、中职学生给予助学金及免学费、高考

入学学生给予政府资助、在读大学生给予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同时，积极鼓励

社会各界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家庭子女就

学“应助尽助”，不因贫失学。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实行义务教育

“双线控辍保学责任制”，建立控辍保学书

面报告制度，每学期开学初，各地各校对

学生入学、变动、辍学情况及学籍变化情

况进行全面排查统计，按照“应返尽返”原

则，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校，建立“六对

一”劝返复学制度。对于适龄重度残疾儿

童少年送教上门，“一生一案”为其提供教

学服务。2019至 2020学年，全市共招收特

教学生 9235 人，其中特教学校招收 2426
人，随班就读 5246人，送教上门 1563人。

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于都县宽田乡的寨面小学始建于

1957年，学校原有的教学楼、综合楼、职工

宿舍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早已破败不堪；

运动场是泥土地，一遇刮风满校园尘土飞

扬，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两年前该校被

纳入农村薄弱学校的改造建设后，楼房变

得整洁，厕所改为水冲式厕所，悬浮跑道

与篮球场也进入了校园，学校面貌焕然一

新，孩子每天在这里快乐地学习。

据悉，我市将贫困村学校纳入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全面改薄”规

划中，3572所“全面改薄”项目建设基本完

成，并达到标准化水平。新建或利用村小

闲置校舍改建公办幼儿园，有效扩充农村

学前教育资源。全市现有乡镇中心幼儿

园 290所，村级公办幼儿园或附属幼儿园

979所；加快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为中小

学校配备多媒体教室 36530间、录播教室

552间、“专递课堂”教学点 807个及相关信

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中小学校“宽

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和教育

城域网接入全覆盖，普及了“国教云”“赣

教云”应用，城乡共享在线教育优质资源、

教学工具和应用服务。此外，我市还着力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施“强

校带弱校”等集团化办学模式改革，全市

185所优质学校与 254所农村薄弱学校结

对帮扶，提升农村薄弱学校办学水平。

2018年，我市提前两年全域通过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国家认定评估。

要想搞好教育，教师素质至关重要。

在搞好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市着力加强农

村教师队伍建设。2016年以来，全市面向

边远山区学校定向培养教师 3597人；招聘

农村义务教育特岗计划、学前教育巡回支

教计划教师 7304人；在全省率先试点校长

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全市有 1.1万余名教

师、1214名校长进行了交流轮岗。开展了

远程培训、国培计划、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

训、校长教师培训等，每年培训各级各类农

村学校教师 1.8万人次。落实艰苦边远地

区农村教师特殊津贴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提高贫困村教师

生活待遇。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3.3万
平方米，改善了农村学校生活条件，稳定了

农村学校教师队伍。

加大技能帮扶力度

去年毕业于安远中专的刘某华应聘

到赣州中心城区一“安远三鲜粉”小吃店，

一个月包吃包住还有近 3000元薪水。正

是因为在学校开设的安远名小吃培训中

心学到了手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实现了

毕业即就业的愿望。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全

市已建成国家、省示范性中职学校 19所，

建成省达标中职学校 33所，并鼓励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中职学校就读，

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带动脱贫的作用。同

时，依托中职学校大力开展创业技能培

训，帮助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如兴国中专

开展农业实用技能培训和农民工培训，打

造了“兴国表嫂”“兴国工匠”“兴国能人”

三大品牌；安远中专创办了安远名小吃培

训中心，参培人数已达 7236人；崇义创立

崇义水饺名牌，拟借鉴“沙县小吃”模式发

展连锁，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为增加贫困地区孩子上大学的机会，

我市积极争取省教育厅连续六年给予我市

高考招生降分录取、定向培养大学生政策，

通过落实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苏区专项和

高校专项定向招生计划，提高了我市贫困

家庭考生上大学的比例。与此同时，我市

大力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从2012
年起，依托赣州广播电视大学，每年培养农

村大学生800余人，这部分学生毕业后回所

在村就业，不仅自身脱贫致富，而且为整个

村脱贫提供了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撑。

“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赣州市教育脱贫攻坚纪实

□特约记者陈小兵 记者喻晓佩

近日，赣州市厚德路小学的入队仪式上，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到来之际，该校通过举

行“心中的话儿对党说”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表达对党的热爱，激励学生争做新时代好少先队员。 陈悠禄 记者刘青 摄

近日，云南弥勒市第四中

学高二年级物理老师张辉因为

在课堂表演徒手劈砖走红网

络。他说：“高中物理比初中物

理难多了，所以我会绞尽脑汁，

动用各种手段，甚至自制教具，

去把知识点解释得更直观，最好

能让学生亲自体验，这样才记得

牢。”张辉老师有一个习惯，上课

前总会设计一个导入，吸引学生

对授课内容产生兴趣。

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能够徒手劈砖的，大多是有着

上乘武功和深厚内力的“练家

子”；在现实生活里，也有少数

人将“徒手劈砖”当成一种生

财之道，通过移花接木、弄虚

作假来忽悠和欺骗围观者。

而张辉老师的“徒手劈砖”，却

是用来说明速度、质量因素对

“动量”的影响，是教书育人过

程中的一个动人细节。

物理知识不是空洞的数字与符号，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看似深奥、枯燥和

晦涩的物理课程，同样也可以变得生动、鲜

活、有趣。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徒手劈砖是

很困难的事情；“物理老师徒手劈砖”带给同

学们的不仅是惊讶与震撼，也增加了他们对

“知识就是力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说，“教育不是注满

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互联网深刻

地影响教育教学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成

为照亮学生前进道路的“燃灯者”，自己得

先“燃”起来。对教书育人充满情感和责

任，精心设计教学，是如张辉一样认真的老

师的日常工作。正是这份纯粹、执着、精益

求精，让一位普通教师变得与众不同。

不论是“批作文像改论文”，还是“给每

位同学手写信”，抑或“物理老师徒手劈砖”，

真正热爱教育的老师，总能从工作中发现乐

趣，找到“发挥作用、实现价值、赢得尊重”的

舞台。遇见这样的“好老师”，对学生来说是

一种极大的幸运。

面对外界的关注与赞誉，张辉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自己只是做了本职工作”，“那些在

边远地区艰苦环境中坚持的乡村教师更值得

大家点赞”。2015年7月，笔者也曾带领学生

到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乡开展社会实践，退

休乡村教师郑从本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们——“一个人只有一颗心，一颗心只能用在

一个地方”。正是有了许多“燃灯者”的心血和

付出，教育这盏“希望之灯”才会愈发明亮。

本报讯（李定 记者吴悦）6月 29日，记者从赣州市

民办教育协会获悉，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两学生入选

信息学江西省队，该校成为全省唯一有两名选手同时入

选的学校。

据了解，近日，CCF NOI2020江西省队选拔赛在江

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举行。在两

天的角逐中，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李书羽、王梓同学

沉着冷静、奋力拼搏，成功入选信息学省队并获得A类

选手资格，是赣州唯一连续两年都有选手入选信息学

省队的学校。CCF 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英文缩写，

NOI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英文缩写，

CCF NOI江西省队选拔赛每年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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