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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物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

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

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9
月 28 日，在兴国县梅窖镇黄沙村大山深处，伴着

悠扬的旋律，一首动听《上学歌》划破了乡村的

宁静。

歌声来自黄沙村大山深处的和目教学点音乐

课堂。这个学校，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正在

用电子琴给学生伴奏的老师叫曾清华，以稚嫩的声

音学唱着上学歌的学生叫魏智荣。

一校一师一生，大山无言，师生有情。这已经

是 90后教师曾清华在这里坚守的第 6个学年。

“2015年，刚来到这个教学点时，学校也只有一

名学生，这几年，虽然学生人数在变，但我的初心不

变，哪怕只有一名学生，我也要坚守下去，用心教好

每一名学生。”曾清华说，教学点在和目山顶上，山

路又陡又弯，上班第一天，骑着摩托车一路找一路

问才找到这个地方，“说实话，初次来到这么边远的

学校，差点就放弃了，但看到学生渴求知识的眼神，

便坚定了要留下来！”

这些年，曾清华独自坚守在大山里。在学

校，她既是校长，又是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老

师，还要负责校园的杂务。在学生眼里，她既是

教师，又是保姆，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外，还要为

学生做午餐，陪伴学生午休，有时下雨天还要帮

家长接送学生。

和目教学点只有一年级一个班，这些年，曾

清华总共教过 16名学生。“每次下了班，望着学校

对面的重重山峦，我都会想，只有知识才能让山

里的娃走出大山，领略到别样的风景。因此，为

让山区孩子能够享受到同等教育，我愿意坚守在

最艰苦的教学岗位。”望着脚下的大山，曾清华深

有感触地说。

夕阳西下，大山深处，和目教学点回归宁静，五

星红旗在阳光的照射下，鲜艳夺目。在这里浓浓的

师生情，还在延续。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安远

县双芫乡合头小学校长徐秋兰每天

都早早地来到学校，迎接前来上学

的每个孩子。随着教学条件、师资

力量的改善，合头小学学生不断回

流，现有老师 3名，学生 22人，而这

所学校过去最艰难的时候，只有 1
名老师、4名学生，

合头小学的变化是安远县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

县坚持科学谋划、真抓实干，把教育

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在教育公平、办

学条件、教师队伍等方面下足绣花

功夫，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实现

了最好的房子在学校，最美的环境

是校园”，让山里的孩子也能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

师资力量显著增强

8 月 27 日，安远县对 2020 年

入职的 300多名教师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岗前培训，帮助新教师树立正

确的教育教学理念，掌握教育教

学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提高职

业适应度。

百年大计在教育，教育事业

靠教师。如何把优秀的教育人才

引进来？近年来，安远县多措并

举打好“组合拳”，不断拓宽进入

渠道，通过全省统招、特岗计划、

录用定向师范生和免费师范生等

途径招聘教师。同时推进学校标

准化建设等，不断完善教学环境，

让教师既能引进来，又能留得住，

还能教得好。

陈颖精是安远县天心镇中心

小学的一名数学教师，在安远任教

近 10年。谈起工作，他开心地合不

拢嘴：“新校区面积大，规划好，多媒

体教室、电脑室、音乐室等一应俱

全，教学环境好，我们老师更能安心

工作了。”

此外，为提升教师业务能力，

该县还通过网络平台、送教下乡、

青蓝工程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缩小城乡师资差距。同时通

过“走出去”“引进来”，让先进的教学理念在安远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入园不再难不再贵

“前两年我家大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公办学位非常少，只能上民

办的，今年增加了很多公办幼儿园，小宝顺利入园。”办完入园手

续，安远县欣山镇胡女士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加快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今年，安远县通过“建、改、扩、租”等方式，多措并举提升学前教育

资源供给，着力解决适龄幼儿“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截至今年

8月，该县已完成新建城区公办园 2所，同时收回县职工幼儿园和

精英幼儿园转办成公办幼儿园。此外，该县还遴选了 8所社会认

可度较高的城区民办幼儿园，通过租赁的方式办成公办幼儿园，现

均已正常开学。

为提升新入园幼儿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普及科学育儿知

识，安远从今年起，逐渐对所有入园入校新生家长进行持证上岗

培训，为家长接受先进家庭教育理念、科学育儿方法提供优质、便

捷的平台。

“小孩教育很重要，我们作为家长先过来培训，在以后孩子的

教育上更能够‘对症下药’。”8月 16日，幼儿园新生家长陈先生接

受培训后，表示受益匪浅。

德育为先全面发展

9月 21日是新的一周第一天，安远县龙布镇龙布中学校长廖

新长利用晨会的时间，给全校师生上思政课《厉行节俭 反对浪

费》。结合不同的思政主题，廖新长每月都会为师生授课。

教育以育人为主，育人以德育为先。安远县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结合实际，扎实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校长思政课等，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让德育教育入脑入心，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让学生插上全面发展的翅膀，该县深入开展“3+N”（赣

南采茶戏、书法、足球+学校自选一项）进校园活动，积极搭建

学生参加项目活动的平台，举办展演比赛、书法楹联比赛、科

技展等活动，不断提升学校素质教育水平和办学品位，同时开

足开齐开好美育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营造德育为先、

育人为本的良好教育环境，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奠定坚实的

基础。

←曾清华和学生做

游戏。

↑曾清华陪学生一

起就餐。

在于都县银坑镇周庆小学，每天上学和放学时，总

能看到一名女教师面带笑颜，在教室门口蹲下来拥抱

每一名学生。她就是肖雪花，十余年扎根边远乡村小

学，坚持以拥抱温暖、用爱感化每名学子。

肖雪花在于都的一个小山村出生和长大，父亲是

一名小学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高中毕业后她毫不

犹豫就选择就读师范院校。2006年毕业后便选择回

到老家的边远乡镇银坑镇教书育人。在这里，她结婚

生子，又遭遇了第一任丈夫离世的变故。独自承担生

活重担、忍受心中悲痛的日子里，是学校孩子们一双

双求知若渴的眼神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工作岗

位，坚持为孩子们上课、辅导。

正是这份坚毅和对乡村教学事业的热爱，让同为

乡村教师的项永忠爱慕不已，最终二人结为夫妇。

2015年，由于工作需要，肖雪花调到了银坑镇周庆小

学。在这里，丈夫当校长，肖雪花当少先队辅导员、教

导主任，一起悉心管理学校。

在夫妻俩的努力下，2017年、2018年周庆小学成

为日常管理先进单位，常规管理先进单位，教学质量也

由原来的全县第 19名跃居到现在的第 10名，成为当地

有名的夫妻示范校。

作为母亲，肖雪花深知如何用爱感化孩子。她每

天早上最早来到学校，在教室门口拥抱迎接每一名学

生的到来，放学后再拥抱送别每一个孩子。肖雪花的

这一做法影响了全镇的老师，越来越多的老师也开始

加入到拥抱学生、传递温暖的行列中。

“让学生进了校园就快乐，见了老师就温暖。”这

是肖雪花的愿望。用母爱去关心学生，同样得到了他

们的回报。已经毕业升到初中的孩子，每周五下午会

特意绕道来学校，说：“肖老师，一周不见你，我们好像

缺了点什么。”

肖雪花不仅有执着于乡村教育的决心，更有改善

乡村教育的智慧。肖雪花明白阅读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于是带头捐款为学校筹建图书角，家长和老师们在

她的带动下踊跃参与，不到三天就筹集了全部款项。

图书角建成后，常常可以看到孩子们捧着图书专心阅

读，每每看到这一幕，肖雪花的心中都倍感欣慰。

不仅如此，肖雪花还带动全校的教师进入阅读天

地，给年轻教师上阅读示范课。教师与学生相互勉励

共同进步，周庆小学的读书氛围日益浓厚，师生互动蔚

然成风。

去年，肖雪花获得了“马云乡村教师奖”。不久

前，她获得第三届“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提名奖。

她相信，只要怀着一片丹心教书育人，乡村教育终能在

一路欢歌中前行。

本报讯 （陈卉 记者陈少芬）近日，

在市中心城区大小街巷中，一群群身着校

服、佩戴红领巾的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带

领下，有序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9月起，为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工

作，推进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章

贡区教体局组织全区中小学生每周五下午，

在学校、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等场所，开展“小

手拉大手 文明齐步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在市中心城区东园区域，红旗二校

张家围校区的小志愿者们自带扫把、垃圾

袋、铲子、抹布等工具，弯腰捡拾垃圾、清

理杂草、铲除口香糖等。当看到夹缝里有

烟头时，他们便利索地用两根木棍一挑一

夹，再装入垃圾袋。小志愿者们还举起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等宣传牌，倡议附近餐饮店顾客

以及路人“文明用餐”。

在市中心城区文明大道和八一四大

道路口，白云小学的“小交警”们穿戴着帅

气的警服警帽，向交警学习交通知识。他

们还与交警一道，向过往市民宣传文明交

通知识、安全口号。

每周五，这些小志愿者的身影都出现

在市中心城区的街巷中，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据了解，“小手拉大手 文明齐步走”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主要是用学生的“小手”牵起家长的“大手”，通

过发放倡议书、文明劝导、清理路面垃圾等方式，宣

传“文明用餐”“文明交通”“文明社区”等文明行为，

带动家庭成员和社会公众共同维护城市文明形象。

本报讯（谢城淋 记者彭梦琴）近日，赣县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们走进湖江镇古田中学，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检察官们通过知识讲座的形式，重点

围绕法治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进行讲解，包

括什么是违法、违法犯罪的后果以及未成年人怎样

做好自我保护等相关知识。同时，检查官们还结合

自己的办案经历，讲述身边的典型案例，告诫同学

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法

制观念，遵纪守法，依法保护自己。检察官们讲得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又有

理论的深度。学生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切身感受

到法律就在身边，安全不可小觑。

本报讯 （赖晓靖 记者喻晓佩）近日，赣州市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在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正式揭

牌运行。

据介绍，赣州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又名赣州

市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活动实验学校）共投资 1.35
亿元，于 2019年 8月经市委编委批准设立，同年底试

运行。基地共有室内综合实践区、室外劳动实践区、

综合训练区、生活区等 4个基本功能区，建设有国情党

史馆、红色故都体验馆、赣州文化体验馆、幸福赣州推

介馆、非遗实践室、人工智能实践室、地震体验馆、国防

教育体验馆、生命教育馆、创客实践馆、沙画艺术坊、

真人 CS等 30多个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活动场所，可

安排 1000余名学生开展学工、学农、学军以及生命安

全教育等综合实践教育活动。

该基地根据中小学生成长特点和发展需要设置课

程，既是中小学生的校外专门活动场所，也是基础教

育新课程改革的重要课堂，同时还是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阵地，有利于全市中小学生

素质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基地为我市中小学生课

外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学生们通过开展各种

实践活动，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衔接、书本知

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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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育桃李
——记第三届“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提名奖获得者肖雪花

□肖章荣 宋嘉华

赣州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揭牌

赣县区检察院
送法治服务进校园

↑曾清华为学生上户外课。

本报讯 （廖菁 记者曹友春）近日，赣州市初中数学李明

名师工作室在赣州一中启动，赣南师范大学、市教育局、赣州

一中、市教研室、市教科所有关负责人、学者，以及市直中学、

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初中数学有

关教研人员和赣州市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近 200 人参加了启

动仪式。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明是中学数学正高级教师，江西省第六

批特级教师，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合作导师，全国优质课大赛

一等奖获得者，江西省课程网络资源建设初中数学学科专家，赣

州市人大代表，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现执教于赣州一中。现工作

室成员共有 15人，是我市初中数学骨干教师代表。工作室的成

立，旨在示范引领，促进所在县（市、区）教师的专业成长，专心服

务于学科教学，整合教师资源，充分发挥骨干教师自身的专业引

领作用，力争让工作室成为名师成长的摇篮，教研的基地，交流的

平台，辐射的中心。

李明名师工作室在赣州一中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