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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7 月 30 日电(记者周密)
满是孩子的教室里，既没有琅琅读书声，
也没有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一位老师一边
对着孩子的耳边大声读着拼音字母，一边
把孩子的小手贴在自己的咽部，让孩子感
受声带的振动。这样的课，这位老师一上
就是 22 年。

1997 年，江西萍乡芦溪县成立特殊
教育学校，师范毕业在村小当老师的刘小
清刚刚怀孕，马上报了名。周围的人劝她
不要接这个“苦差事”，甚至有人笑话她，
她却付诸一笑。

现实比她想象的更难。
自闭症孩子一上课就往外跑，有的孩

子把草席拆了塞进耳朵，几个个子比老师
还高的孩子却没有自理能力……刘小清手
忙脚乱，喘口气的工夫就偷偷抹两把眼泪。

1972年出生在江西萍乡芦溪县的刘小
清从小吃过贫困的苦。8 岁时家里还没钱送
她上学，她背着小妹妹偷偷站在村里小学的
教室外听孩子们读书。“教室里走出来一个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第二天她替我交了两
元五角学费。”刘小清回忆说，“那位叫易绍萍
的老师，递给我一个‘好人接力棒’，种下了我
的人生目标。”

给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有一项是训练孩
子开口叫人，对着孩子无数遍说，枯燥乏
味，刘小清几乎要放弃。一次家长来学校参
加互动，一个从未说过话的自闭症孩子颤
巍巍地给妈妈端去一杯水，喊出了第一声
“妈妈”。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妈妈”，让家长
和老师都愣了足足有十秒钟。孩子妈妈紧
接着号啕大哭，老师也都纷纷哭了。

22 年时光逝去，从一位特教老师到特校校长，一百多
个残疾孩子从她的手中走向社会。

刘小清的办公室大柜里，锁着一双皮鞋。皮鞋已经是多
年前的款式，虽然不再锃亮，却看得出从没穿过。“这是一个
聋哑女学生送给我的，女孩从我这里毕业以后学了刺绣，用
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双鞋送给我。”鞋里的小纸条上写着
“送给刘妈妈”。

“我教的孩子没有进入名校的，更没有成名成家的，但
能让他们坚定生活信心、告别自卑，能像正常人一样顺利
成家立业，我就最高兴。”刘小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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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与宁波，一个地处中国西北角，枕
着茫茫沙漠，一个坐落于版图东南，挨着粼
粼海域。地处东西的两座城，因国家援疆战
略，跨越空间阻隔千里为邻，经营着一份与
教育有关的故事，齐心筑梦未来。

东南沿海的教育理念“落地”西部偏远
地区是否会“水土不服”？本地青年师资如
何培养提升？影响偏远地区教育发展的关
键因素是哪些？面对这样的追问，有些答案
已日渐清晰，有些答案仍在探索的路上。

幼小教育：量体裁衣，寓教于乐

新一轮对口援疆以来，19 个援疆省市
选派的大批教师远赴新疆支教，新疆教育
正在发生着改变。对口支援南疆库车县的
宁波市结合当地实际，利用浙江教育优势，
探索出一套从基础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全
链式”教育模式，探索着问题的解决之道。

库车县隶属阿克苏地区，面积 1 . 5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0 万，全县现有各类
学校百余所。相比于东部地区，这里的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相对欠缺，援疆教师带来的
先进教学方法初到南疆，也有一些“水土不
服”。对此，援疆教师开始尝试“量体裁衣”
式的教学创新探索。

牟秀玲有着 30 年的幼儿教育经历，
2018 年 8 月初来库车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第一次送教下乡的时候，我们将宁波最好
的幼儿样板课程搬到了这里，但效果不好，
主要因为孩子们的普通话水平较低。”

牟秀玲和她的团队经过调研，逐渐摸索
出南疆幼儿学习的特点。“这里学生思维活
跃，具象化的知识他们更易接受。”

库车县第五幼儿园里少数民族孩子占
比高，牟秀玲尝试通过童话剧本演出、情景
模拟等方式，将需要掌握的知识嵌入其中，
学生的接受能力提高很快。“库车县第二幼
儿园户外场地很大，我们就策划了一系列
游戏和游园活动，来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
识，效果很好。”

2018 年 6 月宁波援建的阳明小学开
办，浙江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万银巨，从宁波赶到新疆担任该校校长。
“学校为孩子们开办了兴趣课堂，教授孩子
们琴棋书画。我们作为新创办的学校，在今
年 4 月全县期中考试中名列前茅，这得益
于我们寓教于乐的办学理念。”

库车县居民王秀玲的孩子就读于阳明
小学二年级，去年从库车第七小学转入。
“我孩子的变化很明显，以前都是我逼着她
学，现在她开始主动学了，还参加了书法、
古筝、围棋等学校组织的兴趣课堂，课业也
没落下。”

初高教育：化繁为简，高效学习

幼小阶段完成基本知识的积累，初高
阶段完成对文化的深入理解。2018 年，张
春晓从宁波来到库车挂职实验中学的第一
校长，“我在宁波主要教授语文课程，来新
疆也负责这门课程的教学。语文博大精深，
学会它、理解它、运用它是系统工程，面对

库车学生相对薄弱的语文基础，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合适的教学方
法。”

张春晓在培训语文组教师的过程中，发现直接使用语文课本
上的内容给库车的少数民族学生授课效率一般。“这里一些学生汉
语水平较低，对汉字的敏感程度不如内地学生，一样的文本内容，
他们的阅读体会会单薄很多，这就对他们领会课文内涵造成障
碍。”如何提升课堂效率，用课文滋养学生心灵，一度成为困扰张春
晓的难题。

“单纯教几个汉字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对部分课程进行
创新，简单说就是摘出整篇文章中的关键词组，用词语串联，简化
课文形式，凝练精神内核，学生们理解得很快，老师就可以进一步
探讨课程内涵，试讲的效果很好。”张春晓欣喜地说，虽然这一方法
并不是课课适用，但有了创新的基本路径，未来的探索就有所依
托，对此她充满信心。

师资培养：前后联动，留下范本

“援疆毕竟时间有限，对当地教育的探索有时间限制，所以要
提高这里的整体教育水平，还是得留下‘教育示范样本’，让更多的
本地教师和学校去复制去借鉴。”宁波援疆干部严科平任职库车
县教科局副局长已经三年，他认为援疆最重要的是留下理念和方
法。

为了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留住”，宁波援疆首先选
择集中力量做好“点”的突破，与当地学校合作，优先打造一批“品
牌”学校和名师，一鸣惊人，从而把“优质教育理念”这个概念立起
来。2015 年起，宁波开始对库车二中进行“品牌打造”，该校的援
疆教师配备基本实现全科覆盖。部分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
时，兼任行政职务，从根本上改进了该校的教育教学方法。经过 4
年“试炼”，库车二中重点学校上线率由 2015 年的 24 . 05% 上升为
41 . 34%。目前，库车二中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人才“组
团式”援疆试点学校。

宁波援疆首先把教育援疆的焦点放在校长队伍上，实施“领头
雁”培养工程，成立“名校长工作室”，定期举行名校长教育思想研
讨会，借助宁波的优质教学资源，分批轮训全县中小学书记、校长。

教师是学校的基础力量，如何培养一支留得下的教师队伍，是
宁波教育援疆工作的重点环节。宁波援疆在库车建立“姚仁汉名师
工作室”，开展“导师+学员”帮带提升工程，“前后方”联动，以远程
教育等新技术培养当地师资。目前，已有 15 位宁波援疆教师与 28
名库车二中教师学员签约结对。

2018 年 8 月，刘海从宁波李惠利中学到库车三中任教高中部
生物老师，并挂职三中总务处主任。他所在的办公室有 9 名教师，
包括生物、英语等学科。“无论什么学科问题，只要当地老师有困
难，我们都会通过网络向原学校‘求助’。最近我们办公室迷上了思
维导图教学法，两地老师常常在课后对此讨论。借助讨论，许多先
进教学理念不知不觉就传递过来。”

同时，利用后方优势“前后方”联动，以远程教育“空中课堂”为
载体，库车与宁波 15 所名校建立结对委培关系，79 名宁波优秀教
师和库车 163 名教师结对，每周通过课堂观摩、导师带徒、远程教
学等多种途径开展帮带。

库车二中党委书记周卫平在库车二中工作已有 25 个年头。
“2011 年开始，教育援疆工作就从零散逐步走向组团，无论是管理
还是教学，我校大多数老师都到宁波轮训过。‘全链式’教育援疆的
效果很好，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库车二中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多
了。”

“教育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我们的
援疆工作更有意义。”宁波援疆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指挥长
朗客宾说。（本报记者周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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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电(记者何丰伦、麦凌寒)从“无线充电”到“高
压电作画”，从感应电流到微型电动车……酷暑中，中越边境
广西凭祥市板旺小学的 40 多位留守儿童，享受到广西电科院
“博士哥哥姐姐”带来的科学课堂。

电力科学课堂“燃爆”小学

“我，我，我！”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充斥在板旺小学的教室，
孩子们依次排队触摸五颜六色的发电球。

广西电科院博士团成员陈绍南告诉记者，为将无线充电、
感应电磁、高压放电等电学现象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深入浅
出地在乡村小学中展示，他们精心设计了多个科学实验。

电磁感应用的是发光球，高压电作画用的是高压电
箱…… 40 多名 1 到 3 年级的小学生们，在 1 个多小时里听得
津津有味，看得如痴如醉。

学生们对“博士老师”问题的回答也很到位：“灯泡下有线
圈才会亮！”“下雨的时候不能在树下躲雨，因为会挨雷劈！”

短短半天时间里，从科学知识的普及到科学实验的展示，
再到手工作业的布置，博士团和孩子们在热火朝天的教室里，
享受着科学知识互动带来的满足感和荣誉感。

广西电科院博士芦宇峰说：“我已经去过好几个贫困地区
小学，每场课堂都能看到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求，这是让我
们最高兴的事情。”

让科学种子扎根心灵

板旺小学位于广西凭祥市上石镇，上世纪 70 年代创办
后，一直为周边数十公里的孩子们提供寄宿，如今有 1 到 3 年
级学生 70 人、学前班孩童 70 多人，其中留守儿童超过三分之
一。

校长蒙日明已经从教近 30 年，他扳着手指头历数学
校的变迁：八七扶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大型国
有企业的捐赠电网和互联网设备、精准扶贫改善薄弱学
校基础设施……他感慨道，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遗
余力。

“如今这里的村级小学，硬件设施与县里甚至市里都
差别不大，但暑期留守儿童们还是没有课堂，没有兴趣
班，他们希望有更多学习、吸收知识、培养兴趣的机会。”
蒙日明说。

这恰恰是广西电科院博士团“送科学”下乡的初衷。
广西电科院团委书记陈铭告诉记者，为做到精准扶

贫，院党组经过多次调研，最终确定的方向是，在贫困山
区的课堂里为孩子们提供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让科学
的种子扎根幼小心灵。

在这样的思路引领下，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广西电科
院博士团深入上林县云桃小学、扶绥县渠齐村小学等几
十所贫困地区学校开展科学体验课堂，成百上千山区孩
子从中受益。

科学教育期盼扎根乡村课堂

“不缺硬件缺软件，不缺书本缺课堂，不缺设备缺
老师。”蒙日明感慨学校现状。

板旺小学共有 5 名 1 到 3 年级的授课老师。随着
信息技术课教师的调离，学校 2011 年后就不再开设
电脑课，缺少科学老师的小学更是无法为孩子们开设
科学课程。

旁观实验课时蒙日明对记者说：“请帮忙把实验全程
录像，发回给我，开学后让更多学生分享。”

蒙日明的心中有 3 个盼望：“一是希望更多的博士、
硕士下到基层，提供丰富的科学课堂；二是希望配备科学
方面的师资力量，让学生享受科学课堂；三是让学生们也
能动手动脑做实验。”

享受“获得感”，增添“荣誉感”，产生“自豪感”，这是
广西电科院博士团成员的宝贵收获。

广西电科院党委副书记唐正华说：“我们博士团队伍
持续扩大，正努力从技术研发、课程设计、信息发布等不
同角度，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小学提供更多新课程、
新实验，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基层科学课堂‘需求—响应’机
制，指导山区学校持续有效地开展科学启蒙助学。”

从“无线充电”到“高压电作画”，从感应电流到微型电动车

科学课“点燃”边境留守儿童

做一只和时间赛跑的“萤火虫”
暑期伊始，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卜陈村“留守未成年人之家”，92 岁的退休教师叶连

平又开始了暑假的忙碌。每天，叶连平上午讲课三个小时，下午讲课两个小时。除了上课，
叶连平还要给孩子们打印教材，批改、点评作业，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叶连平生活的卜陈村，位于和县乌江镇中东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留下的
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长普遍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学习。2000 年，原本是老师的叶连平决定创
办“留守未成年人之家”，为孩子们免费补习英语。

叶连平无儿无女，和老伴过着清贫的生活，至今还住在 30 多年前盖的平房里。尽管如此，
在叶连平家吃住的孩子一直没有间断。有的学生离家比较远，来回上下学不方便，叶连平就让
这些孩子住在自己家里，包吃包住，不求回报。19 年来，叶连平帮助过的孩子超过 1000 名。

近年来，叶连平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全国各地志愿者的大力支持，获得了不少荣誉和
赞美。“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墙上挂着锦旗和奖状，教室的墙上写着“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面对这些荣誉，年逾九旬的叶老师说：“蜡烛光很亮，能照亮的地方也很大。我能照亮的地方
很有限，充其量也就是一只闪烁微光的萤火虫。我现在最缺的是时间，我要跟时间赛跑。”

图 1：7 月 31 日清晨，叶连平在“留守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上英语课。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图 2：7 月 31 日，叶连平在“留守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欣赏学生刚刚送给自己的折

纸礼物。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图 3 ：7 月 30 日，叶连平在“留守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为孩子们复印自己手写

的试卷。 新华社发(黄博涵摄)
图 4：7 月 31 日 5 点多，叶连平在家里做早餐。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图 5：7 月 31 日 5 点多，叶连平在“留守未成年人之家”教室外面的黑板上书写新闻

摘要。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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