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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校跨越百年的乡村实践
本报记者赵琬微、赵旭

　　 9 月 8 日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20 周年纪念日。百余年来，作为中国
第一所高等师范大学，这所高校与乡
村教育结下深厚渊源。从 1919 年“平
民教育社”在乡村组织讲习班，到新中
国成立后开设夜校，再到 2021 年以
来全面实施“强师工程”，面向 832 个
脱贫县培养、提升优秀师资……
　　从“输血”到“造血”，从“扶智”到

“提质”。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引领下，大学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发展
迎来新的机遇，更多乡村教师、乡村学
校得到高校赋能，在教育强国的道路
上不懈耕耘。

服务乡村之需

从“扫盲”到“考大学”

　　 8 月的一个夏夜，在河北省保定
市阜平县城南庄镇马兰小学的操场
上，一个露天电影院搭建好了。当天放
映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拍电影

《音乐家》，讲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
海的故事。让孩子们惊喜的是，他们现
场连线了电影的外方艺术指导萨比特
库尔曼别克夫，聆听创作故事。“美育
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力
量。我们计划走到全国中西部乡村小
学，以电影为载体开展美育教育，启迪
乡村少年的艺术感知力。”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电影下乡”
项目发起人肖向荣说。
　　“百年之前，我国乡村教育实验兴
起之时，乡村几乎是落后的代名词。”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杨桂明说，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学校的京郊实
验区居民 70% 以上以务农为主，纯文
盲大约占 40%。主要教育内容是识字
运动、村治运动等，还有针对“裹小脚”
等陋习的反封建内容。
　　在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师范大学
西迁陕甘办学时，在陕西城固县邯留
乡、兰州等地设立了国民教育实验区。
通过举办成人补习学校和家事、家教
补习班等方式，努力唤起民众，提高其
文化水平。据记载，学生返校时，当地
士绅除设宴饯送外，民众整队送出郊
外，爆竹之声震野……
　　现在中国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教育依旧有着强烈的需求。
　　自 2007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 6
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公费师范生的举
措，已经培养了 14 届学生。他们毕业
后扎根在祖国的中西部地区，对于乡
村教育的深远影响不再是传授具体知
识的“输血”，而是真正的“造血”。
　　出生于 1997 年的公费师范生杨
宇是 2022 年应届毕业生，今年刚入
职湖南省凤凰县高级中学，在他的高
中母校任教。“6 年前，我从这里考上
大学，现在这里变化很大。”他说，学校
从沱江旁山湾湾里的老校区搬到了三
四公里外的新校区，教学条件有了很
大改观。“我上高中时从未学过电脑，
现在的孩子有了专业电教设备。”
　　“我刚入职，就像一个种子刚刚撒
在土壤里面，盼望自己成长起来，用知
识去点亮更多生命。”在孩子们身上，
杨宇依然能看到自己当初的影子。他

说，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很
多，但在思维视野上和省城学生依然
有很大差距。
　　毕业于 2013 年的朱启平在贵州
毕节一中工作近 10 年了，其间他始
终惦念着乡村。每次接手新的年级，他
都坚持担任“成绩最靠后的一个班”的
班主任。“这些班里往往有很多孩子来
自农村，亦如当时的我。”他说，自己总
结了一套边抓学习边抓锻炼的教学经
验，只要孩子们跟着他苦学苦练，就有
望实现考上本科的梦想。
　　十余年来，朱启平坚持在寒暑假
回到老家毕节大河乡岩口村支教。“我
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也是第
一个读完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我从
2010 年起组织岩口村支教团队，支教
队 10 余年的活动对村里的孩子影响
很大。”朱启平说，截至今年高考，村里
一共有 17 个大学生了。

拥抱强国之梦

一代代奉献青春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强烈的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它与
乡村教育的渊源中蕴含的是无数人

“为民族复兴办教育”的赤诚初心与强
国梦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平民教育
思潮风靡一时，主张教育救国。”据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周慧梅梳
理，1919 年 10 月，北京高师（北京师
范大学前身）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共同
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社，梁启超、梁漱
溟、陶行知等学者曾应邀演讲。在当时
的社会背景下，社刊《平民教育》很受
欢迎，其介绍杜威、孟禄、麦柯等国外
教育家思想的文章刊印后“洛阳纸
贵”，加印数次。
　　 1919 年 4 月，北京高师学生创
立的平民学校是当时中国由高校学生

设立的第一所平民学校。据记载，该校
“无一定的经费”“无一定的校址”“教
职员无报酬”。所需经费渠道来自向同
学、教授募款，向当时的慈善机关募集
衣服、鞋袜、毛巾等。在国家危难、时局
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学校坚持办了 12
年。陆续形成了拥有成人、初小、高小
和师范班的全国“持续时间最长、招收
学生最多”的平民学校，堪称奇迹。
　　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情怀在新
中国成立后得到了更大的发扬。在国
家“教育向工农开门”方针的指引下，
北师大开展的实践活动更加丰富。不
仅开办了大量的夜校、补习班等，还开
始 了 针 对 农 村 教 育 的 专 门 研 究 。

“1964 年一次性从教育系毕业生中
选留 20 人，从事农村教育研究工
作。”周慧梅曾走访了部分亲历者。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推行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学校曾在河北阳原县、定县、
青龙县开设 3 个农村教育点。
　　 20 世纪 80 年代，在青海省互助
土族自治县民族中学，从北京学成归
来的刘成旭走上了课堂。“1984 年，
我头一次走出县城，去北师大数学系
读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楼、这么
大的校园。”刘成旭说。由于当时青海
教师资源匮乏，刘成旭提前一年毕业
返乡执教。“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推广普
通话教学，我的学生来自土族、藏族、
回族、白族等，几乎不会普通话。”他坚
持带学生听广播“磨耳朵”，告诉他们
普通话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教育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风雨兼
程。30 多年过去了，我教过的第一批
学生都 50 多岁了。我们很欣慰看到
家乡的改变，也看到更多年轻人选择
到偏远县乡、农村教书育人。”刘成
旭说。
　　出生于 1998 年的新疆女孩儿如
先古丽·吐尔孙原本有机会在乌鲁木
齐就业，但她从北师大毕业后毅然返
回故乡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莎车县

在沙漠边上，更需要老师。”她说，在读
大学时，她曾跟随我国动物学和鸟类
生态学家郑光美一起爬山、观鸟，“郑
先生年近九旬坚持工作的精神，对学
生的耐心和爱护深深震撼了我”。
　　“我常常和学生讲到北师大优秀
校友、在脱贫攻坚中牺牲的黄文秀的
精神和事迹。同时也鞭策自己，在基层
要做好教育，不仅给学生言传，更要身
教。”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教师、北
师大毕业生达瓦卓玛说，海拔超过
4700 米的那曲需要优秀师资，为家乡
做点事是她的心愿。
　　 2022 年暑期，北京师范大学
2791 名在校生组成了 307 支教育实
践队伍奔赴祖国 27 个省份开展教育
实践，其中包括 118 个国家级脱贫摘
帽县。“在乡村支教，我感受到革命老
区的优良传统和孩子的纯真之美，坚
定了从事乡村教育的理想信念。”去河
北阜平参加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李琳
婧说。

跨越教育鸿沟

研究引领突破发展局限

　　 20 世纪 90 年代，一位年近六旬
的教授深入农村课堂，反复思考如何
利用信息技术让乡村学生得到跨越式
发展。在他的坚持下，这一教育试验持
续了 30 多年，从一所所薄弱校的课
堂上探寻教育的真知。“今天，何克抗
先生虽已离开了我们，但这个项目还
在进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
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说。
　　通过多年的摸索，这个名为“跨越
式”发展的教育试验可以用两年左右
时间，让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儿童
认读 2500 个常用汉字，用电脑打写
出 300 字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
章。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达到
城区一类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在

成绩上无显著差异。学生语言抽象思
维能力发展良好，英语、数学成绩也得
到明显提升。
　　“2000 年至今，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了 33 个试验区、600 多所中
小学，参与学生达 8 万多名。项目关
注的薄弱学校包括城市和乡村，其中
乡村学校有 400 多所。在一些地区的
农村校园没有电脑等终端，我们就将
课件材料改成印刷材料，通过投影、黑
板等方式，依旧取得了成效。”余胜
泉说。
　　“扎根基层做研究是北师大农村
教育研究者的传统，从 20 世纪 80 年
代龚乃传等学者长期驻扎农村开展研
究，到袁桂林老师招收农村教育研究
生。郑新蓉、张莉莉等老师在甘肃等广
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长期开展教育
教学实践活动……在一代代研究者的
努力下，学术研究与实践更加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北师大教育学部部长朱
旭东说，在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引领
下，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投身各种
乡村项目实践中，获得大量一手资料，
研究成果对实践有更大的指导性。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陆续建设
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
究院、中国乡村教育研究中心等研究
平台，做了大量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研
究和活动，推动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
建设实现“自我赋能”。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教育研究得
以更大范围赋能乡村青年教师。在“乡
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中，针
对特岗教师等新入职的乡村青年教
师，提供为期一学年的陪伴式成长服
务，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和教学素养。

“2020 年启动的中国乡村教师‘领头
雁计划’，通过线上和线下混合式学
习、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式，构建一
套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机制，将培
养一大批具有教育家潜质的乡村教育

骨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兴洲说。

赋能乡村振兴

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提升

　　“乡村教育事业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支点，对接和服务好乡村
振兴战略，以高质量教育赋能乡村
振兴，是北师大义不容辞的责任与
担当。”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
平说。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强
师工程”的战略构想，聚焦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从招生、培
养、输送到职后支持、再到教育质量
监测诊断和奖励激励的系统性工
程，形成了一套完整、闭环的培养
模式。
　　在招生方面，学校 2020 年设
立“志远计划”，旨在为当时尚未脱
贫摘帽的 52 个国家级贫困县定向
培养一批基础教育领域的好老师；
2021 年，教育部等 9 部门共同启动
实施“优师计划”，将定向培养覆盖
面拓展至全国 832 个脱贫县和中
西部陆地边境县。3 年来，北京师范
大学共招收“志远计划”“优师计划”
学生 1000 余名，覆盖中西部 17 个
省份。
　　在教师的职后发展提升方面，
学校实施“教师能力素质提升计
划”，为在岗教师提供学历和能力提
升的成长平台。2020 年起，学校启
动“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重点奖
励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一
线任教的学生。截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累计 774 名毕业生符合申报
条件并入选该计划，其中 201 人签
约到县级及以下地区，成为推动当
地教育振兴的新生力量。
　　在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学校发
挥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国家
高端智库、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中心的优势作用，围绕“双减”、普职
分流、脱贫摘帽县教育现状调查和
质量监测等重大问题，开展深度调
查研究，积极探索教师成长规律与
教育帮扶规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在教师发展平台方面，学校特
别关注中西部地区师资短缺和教育
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为此，与全国
40 所师范大学一起推出“强师在
线”公益平台，面向全国 832 个脱
贫县尤其是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教师免费开放，为教师
专业发展提供可互动、立体化的资
源平台。
　　从“输血”到“造血”，从“扶智”
到“提质”，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一套
组合拳全面赋能中西部教育整体
提升。程建平说：“进入新时期，我
国基础教育从增加数量迈入了提
高质量的新发展阶段，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加速了教育形
态重塑。下一步，我们将充分运用
新技术，构建信息化教育资源系
统，继续推动基础教育向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方向前进。”

  ▲ 2022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电影下乡”支教团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
县城南庄镇马兰小学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供图

  ▲ 1934 年李蒸校长（左一）在纪念乡村教育实验区一周年活动现场讲
话。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供图

本报记者蒋芳

　　“一个和孩子常年在一起的人，她的
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一个热情培育小
苗的人，她会欣赏它生长的风烟。一个
忘我劳动的人，她的形象在别人的记忆
中活鲜。一个用心温暖别人的人，她自
己的心也必然会感到温暖。”这是诗人臧
克家笔下的斯霞，读来令人回味。
　　上世纪 60 年代，新华社记者徐
文、古平在采访斯霞后，留下名篇《斯霞
和孩子》，也让这位小学老师名扬全国。
　　在斯霞工作过的南京，名为“南京
教育好故事”的系列评比分享活动于
2018 年启动，五年来已有 200 多位
良师脱颖而出，成为全市近九万名教
师的身边榜样。近日，记者对这一群
体进行了深入访谈，探寻新时代成为
好教师的“密码”。

“终身许给少年儿童”

　　坐落于鸡鸣寺旁、北极阁下的南
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是斯霞曾经执
教数十年的地方。校门口，挂着“斯霞
小学”的牌子；校园里，矗立着斯霞的
半身塑像；走进斯霞纪念馆，有她生前
的照片和手稿，“我为一辈子做小学教
师感到自豪！”这句名言也刻在墙上。
　　从 17 岁从教，直至 85 岁退休，
斯霞在漫长的从教生涯中，一直是一
名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1978 年组
织任命斯霞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
她坚辞不受：“我不当副局长，也不要
给我安排办公室、办公桌，我还在附小
上班、上课。”
　　“终身许给少年儿童”，曾是斯霞

的志向，如今也是南师附小所有教师
的信条。
　　“附小每年都要开展‘斯霞年度人
物’的评选，从师德高尚、榜样示范、业
务精湛、业绩突出四个方面，为全校教
师树立形象和价值追求的旗帜。”该校
负责人告诉记者。
　　传承的意义，南京外国语学校副
校长朱征深有感悟。在听了很多有关
外婆斯霞的故事后，2021 年朱征也
走上了演讲台，那也是他执教的第三
个十年。
　　“直到今天，还会有人问我，你的
外婆是斯霞，那你当年是不是语文很
好呀？斯老师在家会给你个别辅导
吧？我会笑着借用小品里的一句话来
回应———‘这个真没有’。在我的印象
中，外婆对我们晚辈，从来不刻意教授
知识，而是用她自己的一言一行让我
们学会如何做人做事。”
　　据了解，斯霞一家三代十多人从
事教师行业，1991 年，斯霞老师一家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南师附小校园内的斯霞雕像下面
刻着四个字——— 敬业爱生，这也是后
人对斯霞一生的总结。朱征作为家中
第三代教师代表，对此有自己的理解
并且付诸实践：敬业就是敬畏课堂，认
认真真备好、上好每一节课，让每一节
课都充满教育的智慧和生命的灵动；

爱生，就是尊重学生，关爱呵护每一个
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适合的教
育和个性的发展。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

　　斯霞老师有句名言——— 给学生带
得走的美好。她每接手一个新班，都
会拿着花名册挨家挨户走访，力求把
握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
这一“家访式备课”在她从教的 70 余
年里从未间断。
　　 2015 年，皮肤黝黑、笑起来露出
一口洁白的牙齿的科利华中学紫东分
校语文教师葛盛也开启了自己的家访
之路。七年来，他家访近百次，总路程
达到了 2000 公里，家访日记超过 12
万字。他因此站上了“南京教育好故
事”的演讲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葛大爷”，
不仅不担心老师向家长告状，反而有
些期待。葛盛有个习惯，每次家访送
孩子一本书。初三的薛金彬收到了一
本汪曾祺所著的《人间草木》，翻开扉
页就可以看到葛盛的笔迹：在最美的
时光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想把学生培养
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师
范’的本意。”葛盛说，他理想中的家
访，是希望遵循着学生们不同的状态，
达到因生施策、因户施策的教育目标。
　　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
　　面对家访途中遭遇车祸左腿高位
截肢的厄运，溧水区群力初级中学英语
教师邹余贵仅休息几个月便重回课堂，
29 年如一日坚守在乡村教学第一线。
　　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张生表
示，为师之道，首在师德，教师的行为、
素养、品格都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每
一位老师都应该坚定立德树人、教书
育人的信仰信念，率先垂范、以身作
则，才能引导和帮助学生们把握好人
生方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据了解，南京市近年来进一步加
强尊师、重师，每五年开展一次“陶行
知奖”“斯霞奖”评选，以市委、市政府
名义进行表彰并予以一次性奖励。南
京市和各区政府每年将安排专项资
金，对从事乡村教育、特殊教育的教师
和特殊荣誉称号教师等给予奖励。

  老师不仅得有“一桶水”，

还要教会学生取水的本领

　　斯霞之所以闻名全国，除了童心
母爱教育理念，更源于她在基础教育
领域的改革创新。上世纪 60 年代，

她创造的“随课文分散识字”实现了识
字、阅读与写作“三位一体”，大幅提高
识字速度和质量，构建了语文教学的
斯霞式流派。
　　优秀的教学能力一直是好教师的
重要标准。二十九中初中部金波老师
从教 35 年，因为擅长情境教学尤其受
到学生的喜爱。她会带着孩子们走进
南博寻访造纸术；走进六朝博物馆为文
物写解说词，再逐字逐句地为孩子们修
改、调整；开设“和平学课程”，把和平的
种子撒播在学生心间；2018 年，她还把
南京城的“博物馆课程”带进大凉山，让
山里的孩子接触有趣的历史课。
　　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不仅得有
一桶水，还要能教会学生们取水的
本领。
　　“过去那种埋头苦读、反复刷题、机
械训练到条件反射式的培养方式已经
不适用了。好的老师，要能激发学生学
习。”南京一中的物理教师王越说。据
他介绍，南京一中同时拥有物理、生物、
地理三大省级课程基地，以及“院士 1
课堂”、江苏少年工程院、数理人才贯通
培养项目等创新课程矩阵和实践活动，
这也意味着老师不光要会备课、上好
课，还要管理高端实验室，带着中学生
们开题，组织野外考察等。
　　王越认为，与前辈优秀教师相比，新
时代教师的“教法”无疑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不变的是精神内核。要想培养
优秀学生，都需要教师全身心投入，不
断更新观念，勇于创新，坚持实践。

  “育人如同赏花，既要
欣赏盛开的鲜花，也怜爱待
放的花苞”

　　从历史上的“大先生”们，到新
时代的优秀教师，他们或许各有所
长，但同样有着一颗仁爱之心。
　　如果说对待优等生的喜爱是天
生的，对后进生的态度更能体现一
位师者的爱心。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浦口行知小学的校长杨瑞清搞
起了“不留级”实验班，提出“学会赏
识，走近生命，发现潜能，唤起自信，
善待差异，引导自选”的赏识教育思
路。为了鼓励学生，他给每个学生
设了优点卡，记录优点和长处，不放
过一个最小的闪光点。
　　杨瑞清的育人观散发着自然的
气息，他爱用赏花来做类比：“大家
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面对学
生时，我们往往就改变了心态，天天
都在逼花苞，你要马上开，立即开，
要是再不开，我就要把你掰开。真
正的育人如同赏花，既要欣赏盛开
的鲜花，也怜爱待放的花苞。”
　　“老师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传
授知识，还包括关爱、陪伴和引导学
生。”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百军说，
一直以来，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默
默坚守、无私奉献、胸怀大爱，用实
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南京教师服务
人民、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高尚师
德和责任担当。

南京：二百位好老师身上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