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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贤

77 岁的姜春利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一聊起自己
热爱的教育事业，总有说不完的话。姜春利现在是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中心校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其实他早在 2002 年就退休了，由于一直心系自己
工作过的学校且热爱教育工作，他又被谢尔塔拉中心
校聘回来，负责常态化地给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在今年的海拉尔区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姜
春利还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据海拉尔市区约 25 公里外的谢尔塔拉中心校是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
期，原隶属于海拉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1968 年，
一次农牧场职工大会上，26 岁的姜春利被推举为学
校的老师，从此，他的一生与教育事业结缘。每每回
忆起当年学校的艰苦，姜春利似乎都有一箩筐的故
事：那时的校舍都是泥和草合泥用叉子垛的墙，柳条

笆房盖上面抹上大泥，教室全是土坯房。冬天取暖都
是用火炉子，有时煤供应不上，老师就带领学生到河
边割空心柳、山丁子等干树枝，或让学生从家里带点
儿干牛粪取暖。最艰难的时候，没有教材，姜春利就
和老师们自己想办法编教材、印教材。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理念逐渐形成，要求根据经济、社会、教育发展实际，
分阶段、有步骤地缩小城乡之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
的差距，不断提升教育总体水平。在一系列政策利好
大背景下，谢尔塔拉中心校开始飞跃式发展。

2004 年，谢尔塔拉中心校划归海拉尔区教科局
属地管理。结合当地发展实际，学校进一步完善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改善牧场、农村办学条件，
缩小城乡学校之间差距。

2016年，校园里又建起了3层楼的乡村幼儿园，宽
敞明亮的教室、塑胶运动场、丰富的教具，操场上的水上
滑梯等设施更是城区幼儿园都没有的新鲜设施，乡村幼
儿园也实施全托式管理，农牧场的学龄前孩子们终于也

能上幼儿园了。姜春利说：“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幸福
啊！”再想起上世纪 90年代在中心校上学的孙子孙女，
他的感触更深了，“那两孩子都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
哪上过什么幼儿园，到年龄直接就上一年级了。”

如今，这所乡村学校有了姜春利之前做梦都不敢
想的变化：4860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2000多平方米
的学生宿舍楼拔地而起，统一供暖，学生宿舍楼还有热
水供应可淋浴洗澡。学校还有了一座 750平方米的避
风雨体育馆，4000 多平方米的操场都铺上了塑胶跑
道。各类实验室配备齐全，文体设施一流，有钢琴 7
架、电子琴 40 台。此外，谢尔塔拉中心校被确定为自
治区足球特色教育学校，每到上体育课，学生几乎每人
一颗足球。姜春利骄傲地说，如今的谢尔塔拉中心校
已经是海拉尔区农区学校中的佼佼者了，学校的校长
今年还摘得了海拉尔区“最美乡村校长”的桂冠。

或许是经历过学校办学的最困难时刻，姜春利总
是忍不住要拿现在跟以前比一比。他刚当老师时，农
牧场职工宁愿当工人也不愿意去学校工作，因为工资

低；如今，学校的教师平均每月能拿到五六千元的工
资，是周围人羡慕的工作，很多毕业回乡的大学生都
想通过考试进入学校当老师。以前，语文、数学老师
大多兼任着美术、体育、音乐等“副科”老师，“副科”在
学校教学工作中似乎可有可无；如今，美术、体育、科
技等专任老师都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乡村学校
的音体美等课程也开得有声有色；以前，对于教师的
培训几乎为零，现在，各类培训一次接一次，教师经常

“充电”。谢尔塔拉中心校还和海拉尔城区的优质小
学南开路小学结对子，双方教师经常互换交流，取长
补短。网络远程教育课也让姜春利这位年近八旬的
老教育工作者感叹：“乡村学校发展真的是太快了！”

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打了 50 年，姜春利对教育
事业的热度丝毫未减，他说：“我身体硬朗着呢，还能
干几年，到 80 岁再退下来也不迟。”守望着越来越美
丽的谢尔塔拉中心校，姜春利还有些“贪心”，他希望，
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越来越好，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
衡些，再均衡些。

□本报记者 赵媛

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的中小学校长培
训送教下乡专家团队来到了兴安盟突泉县，
为那里的中小学校长们带去了一份来自教育
教学前沿的“新套餐”。团队成员之一、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薛二勇在培训
中告诫学员：“立德，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
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
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树人，要在增长见识
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
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此次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是为贯彻落实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精神，推
动义务教育学校校长队伍建设，针对中西部
中小学校长而开展的国家级培训项目。突泉

县六户小学参训学员米芳婷说：“这些新知
识、新方法和新理念对于提升我们的教育水
平、更新教育理念、拓宽管理思路起到了很好
的帮扶作用，对校长和教师共同成长产生了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对校园建设有了新
的认识，对教师专业发展有了新的感悟。”

除了精品讲座，专家团队还深入到突泉
县第三中学、第二中学，突泉县实验小学、南
厢小学，听取校长介绍学校情况和办学理念，
分组随机听课，组织教师、环节干部和校领导
进行分组讨论和座谈，梳理出“诊断”意见和
建议，与参训校长进行发言提问环节后，再由
专家进行点评。

在南厢小学，专家们参观了学校和课间活
动，在教学楼内欣赏了不同主题的学生手工作
品、书法绘画、美篇佳作和好书推荐，然后分组
随机走进四年级 2 班观摩语文课《搭石》，走进

五年级 5 班观摩科学课《研究磁铁》等。南厢
小学校长张爱婧对学校情况进行汇报后，专家
们与南厢小学教师代表交流沟通，深入探讨教
学经验和方法，针对教师和学校发展问题展开
讨论，各组专家给予了意见反馈，同时对学校
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指导和答疑。

最终，南厢小学收到了专家团队这样的
建议：将绿色教育理念充分实施到课堂教学
和家庭中，多为教师提供培训机会和成长渠
道，把德育渗透到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确
立明确的不同阶段的德育工作目标，教师应
在课堂教学中明确目的及时反馈，使用共享
教案要注重实用性和适用性，集体备课可采
用任务驱动赏罚机制等等。

“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本项目的承办单
位之一，对整个培训项目进行了精心设计和
组织，培训项目涉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呼

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兴安盟突泉县、赤峰市翁
牛特旗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等 5 个项目旗县
市，包括为期 12 天的‘种子校长培训’、2 个月
的网络研修学习，为 1002 名学员送教下乡并
实施进校诊断任务。”内蒙古师范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院长呼努斯图说。

据介绍，自今年 9 月项目启动以来，内蒙
古师范大学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从北
京、青岛及呼和浩特市邀请知名专家进行课
程改革方面的讲座以及进校现场诊断指导，
通过观摩校园、听课评课、与学生环节干部及
教师分别座谈、分组反馈、专家点评等环节指
导中小学校的发展，促进参训校长和被诊断
学校共同提高，以解决新课程改革以来中小
学校长在引领学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急需解
决的实际问题，从而提升参训校长运用新的
教育理念进行治校管理的实践能力。

教育部专家为我区中小学校“问诊把脉”

□马莉雅

孙琪是内蒙古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她还是
内蒙古大学女子足球队队长、亚足联 C级教练员、
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全国幼儿体育足球指导教
师、哈比足球L1级教练员，同时还是呼和浩特市一
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

女孩子踢足球，很多人会不理解，但在孙琪
看来很正常，从 11 岁进入辽宁省足球训练基地
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她一直与足球为伴，她说：

“我早已数不清自己踢球受过多少伤了，但从未
想过放弃它。我太爱足球了，即使有一天踢不动
了，也要从事和足球有关的工作。”

正是这份热爱，让孙琪在绿茵场上绽放光芒。
2015年，内蒙古大学女子足球队第一次获得自治
区大学生“主席杯”校园女子足球赛冠军，这是孙琪
担任女子足球队长的第1年。那年之后，内蒙古大
学女子足球队在接下来3年的自治区大学生“主席
杯”校园女子足球赛中获得了两次冠军一次亚军。

荣誉背后是辛苦的训练，孙琪说，球队里的
每一位运动员都很刻苦，有的还经常带伤训练和
比赛，不努力不付出是不会出成绩的，所以说体
育运动是公平的。

成立少儿足球俱乐部是孙琪对普及基础足
球的实践。在当教练员的过程中她发现，有些小
孩儿学习踢球的方式属于拔苗助长，不科学，所
以她想到了创业，实践自己的少儿足球教育理
念。就这样，孙琪和她的小伙伴们成立了自己的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刚成立时，没有场地，没有生源，孙琪
急得没少哭，但她说：“我们还年轻，这点苦怕什
么。再说我们都是运动员，体育运动的精神就是

‘不抛弃，不放弃’。”
从 2015 年底到 2018 年，仅 3 年的时间，她的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就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体育局足
球运动中心下设的唯一指定青训俱乐部，2018年
还被中国足协授予全国社会品牌青训机构。

创业和足球队的日常训练比赛都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孙琪并没有因此而荒废学
业。2016 年，她入选内蒙古大学第八届研究生
支教团，被推选为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她
说：“我时刻不敢忘记自己还是一名学生，一切要
以学业为重，所以在平日里一定会合理安排时间
去学习和工作，我的秘诀就是凡事要提前做好计
划，忙的时候手机屏保就是备忘录。”

“铿锵玫瑰”的
创业路

□张淳艺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
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治理内容包括提前教授小学
内容等 5 个方面。然而，教育部门的重拳出击，似
乎治疗不了家长们的心病，教育焦虑的家长们恨不
得孩子马上登上幼小衔接的“快车”。

一边是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小
学课程内容，一边是火爆的幼小衔接班尽管每年收费
动辄数万元，却不愁生源。幼小衔接班名为“衔接”，
实际上就是提前学习小学课程，属于另类的幼儿教育
小学化，其危害不容小觑。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家长
的经济负担，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也违背了幼儿
的成长和教育规律，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一份权威幼教机构发布的《2018 年中国幼小衔
接调研白皮书》显示，超过 94%的被调查幼儿园及一
年级家长认同幼小衔接这一时期的重要性，58%的
家长认为幼小衔接重点是提前学习部分小学课程内
容。在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问题上，教育部门的严禁
和家长的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有关部门不
能单靠一纸禁令，对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围追堵
截，更要加强宣传引导，缓减家长的“起跑线”焦虑。

在一些家长看来，幼儿园到小学是儿童成长的
第一道关口，比别人早学一点就能跑赢别人。也有
家长担心，小学教学进度比较快，不提前学习相关
知识，孩子进入小学后跟不上，会影响学习自信心，
还会受到老师的冷落。此外，幼小衔接机构的营销
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家长的焦虑。

面对幼小衔接的火爆，一方面，一定要对小学
“零起点”教学严格监管；另一方面，要努力消除家
长的“起跑线”焦虑情绪和盲从心理。参加过马拉
松比赛的人都知道，马拉松从来没人抢跑，因为绝
不会赢在起跑线上。同样，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一场
马拉松，抢跑未必就能获得成功。

真正的幼小衔接，应该是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绝非提前抢跑。

幼小衔接降温
要消除“起跑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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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浩 萧海川

日前，教育部召开发布会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为了坚持学前
教育公益普惠方向的基本属性，让绝大多数的幼儿
能够享受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未来将提高公办
园和普惠性民办园比例。

吕玉刚介绍，2017 年，公办园占比为 44.1%，
普惠性民办园占比 26.5%。为了实现 2020 年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的目标，必须发挥公办园
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衡价格主渠道作用，
同时要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扶持力度。

“政府对于社会资金举办民办幼儿园，积极鼓励
大力支持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副司长姜瑾说，“希望通过抑制非理性的、
快速扩张的冲动以后，能够有利于更多的有教育情
怀、有教育理想的人来投资学前教育，踏踏实实、脚
踏实地地办学前教育，办优质的学前教育。”

姜瑾表示，随着各级政府对于普惠性民办园的
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可能有更多的民办园愿意接受
政府的扶持来提供普惠性服务，所以从长久的角度
来看，整个政策不会影响社会资金兴办学前教育的
积极性，而且还会更有利于民办园的规范发展、良
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电）

提高公办幼儿园及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例 □文/刘蔚君 图/李强

11 月 26 日晚，汇报演出结束后，刘子
青笑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说：“快 60 岁了，
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

刘子青是包头市石拐矿区地地道道
的农民，从小喜欢跳舞，但由于没有条件，
这个梦想就一直被压在了心底。52 岁时，
子女们都成家立业了，他的这个梦想又从
心里“长”出来了，他自已揣摩着练习基本
功，路边的墙体、站牌，公园里的椅背，哪里
都是他练舞的把杆，哪里都是练功房。几
年下来，他自己掌握了舞蹈的基本功。

刘子青执着追梦的行为感动了当地
一家媒体，在他们的帮助下，今年春天，刘
子青走进了包头师范学院舞蹈系，成为了
该院首例旁听生。

刘子青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
会。从家来学校，他要倒车几次花费两个

多小时。每次来，他要求连上两节舞蹈
课，上完基本功，再上蒙古舞。系主任史
建兴说：“这个体力付出，小伙子下来都
受不了”，但刘子青却不觉得累，他说：“只
要能跳舞，我就感觉非常幸福。”

11 月 26 日是 2015 级学生毕业汇报
演出的日子。学生们精心编排，让刘子青
这位“大爷同学”圆梦舞台。刘子清在舞
台上展示了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真实片断，
还跳了一段精彩的蒙古舞。

谢幕后，刘子青泪洒后台。他说，几
乎一辈子在地里忙碌，从没曾奢望能在真
正的舞台上完整地跳上一支舞蹈。今天，
他圆梦了，以后做梦都会笑醒。更让刘子
青惊喜的是，演出结束后，舞蹈系的好多
老师邀请他到自己的课堂上学习。刘子
青激动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说：“我一
定要继续学习。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60 岁前一定要上央视，给全国的观众跳
一支蒙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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