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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讲台，攻克难关上好每堂课
“我们来了，夜景幽幽，重叠的山

峦沉默。今晚，我们与这秋夜完美邂

逅，想继续往下走，就要逆着水流，走

向大山。明天，邂逅的是孩子眼睛里

的剔透。”支教补尔乡中心校的刘双月

在日记中写道。支教前，他们在教室

中的位置是课桌后，但接过支教任务

后，他们将站在讲台前，成为一双双稚

嫩眼睛中真正的老师。

虽然环境是陌生的，但是人心是

暖的。“当地每个老师都特别好，在生

活、工作方面对支教学生都很照顾。”

在补尔乡中心校支教的董琴说道。

布拖县教育师资资源相对匮乏，

支教团成员有的被分配去承担语文数

学；有的被分配去承担音乐美术教学；

有的老师身兼数职，承担全科教学；有

的老师当起了班主任，负责整个班级

的思想教育和日常工作。支教团员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布拖的孩子都很可爱，知识和分

数虽然需要强补，但他们有一颗向学

的心灵。支教团老师怀着一颗教书育

人的热心全力以赴，攻克教育难关，为

山区孩子带去更好更优质的教育。

“低段儿童频繁上厕所怎么办？”

“一些孩子听不懂普通话怎么办？”“怎

么更加充分地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

性？”2020 年 10 月 4 日晚，支教团的教

学研究视频会展开热烈讨论，陈大伟、

黄曦等成都大学师范学院老师及时给

予支教学生远程指导。

“要与同学们多多交流，通过阅读

绘本、讲故事等方式来激发儿童的语

言兴趣，还可以通过语言游戏等方式，

纠正儿童在实际环境中的发音。要注

意平时自身的语言表达，教师要通过

自身规范化的语言来影响儿童。”问题

逐一陈述，老师们耐心解答。

学校及时给予支教团专业的指

导，配备了专家团队，为他们指好路、

服好务。黄键与李俊泉是包谷坪中心

校的支教教师，她们发现学生的学习

习惯与学习基础都很欠缺，黄曦说：

“如果孩子基础非常薄弱，但因为你的

到来，你的爱、你的耐心、你良好的习

惯，你对每个孩子的公平……这些，都

会给孩子埋下珍贵的种子，这些，可能

比强求有个结果更重要！”

教学相长，坚定从教决心和初心
“教师是无私的，总想把知识毫无

保留地教给你们。”支教美撒乡中心校

的钟卓奇承担五年级数学教学，站上

讲台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

中的赤诚。

钟卓奇学的并不是数学专业，开

始上课有点惶恐。他发现孩子们的数

学基础较差，每次新课前，他都会花些

时间回顾以前学习过的旧知识，虽然

课程进度稍微慢了些，但看着同学们

弄懂一个一个问题时高兴的表情，他

也发自内心地满足。每次备课，他都

把课本上涉及的每个知识点详细写

好，并尽量以幽默风趣的教学，调动学

生的热情。

“我真想把我知道的所有知识都

教给学生们。”钟卓奇自认为还不够优

秀和熟练，不像当地老师那样了解学

生。但他有着年轻人的激情与动力。

“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最重

要。只要认真地对待一堂课，热情地

对待每一个学生，我和学生都一定会

有所收获。”

李志木是成都大学2017级小学教

育的大四学生，他支教的是布拖民族

小学。学校缺体育老师，李志木主动

负责起该小学的体育教学。“要积极激

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体育课就是让孩

子们快乐成长，增强体能。游戏趣味

性越来越强，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效

果非常好。”李志木说。

沙洛乡中心校安装一体机后，该

校支教老师刘家茜便在课堂植入了多

媒体教学手段，还利用晚自习的时间

给学生播放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孩子们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充满好

奇，为祖国取得的成绩而倍感自豪。

一次上课时，支教老师胡婷婷注

意到坐倒数第二排的一名男生小呷

（化名），课堂作业时间，他总是拿出玩

具和前后同学一起玩耍，很少主动写

作业；课堂互动时，他总是扭扭捏捏，

不愿站起来开口说话。转折点是在

一节教打手语歌的课堂，“谁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打手语？”小呷举起了手，

语句连贯地表达了想法并现场演示，

小呷获得了肯定和赞美。胡婷婷还

让同学向他学习大胆发言、观察生活

细节。

那节课过后，胡婷婷发现小呷每

节课都踊跃发言。游戏课变成音乐

课，小呷还两次主动上台唱歌。胡婷

婷感叹道：“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都有各自的发展速度，教师用什

么样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也会以同

种的态度对待教师。保持初心，不停

找寻学生身上的光，让光温暖大家，这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来源。”

课堂之外，支教老师还带着孩子

爬山，识别花草，采集植物标本；打扫

清洁，一起搞好个人卫生；组织跳绳等

特色体育活动，还和孩子们一起比赛。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支教团成

员从刚刚支教的紧张忐忑，到5个月后

的从容自若，支教学子也在不断成长，

收获着点点滴滴。年轻的支教老师自

己也是一名学生，从孩子们身上学到

了朴实，坚定了从教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水果店的

叔叔递给我一根香蕉，小卖铺的阿姨

塞给我一盒酸奶。我知道，这种热情

与慷慨不仅是针对我本人的，更是对

‘努力创造价值的大学生’的认可，对

‘法’的敬意。”西南科技大学法学1901
班的学生施云说，“希望通过我的努

力，能进一步拉近民法典与家乡人民

的距离。”

今年寒假，施云有一份特殊的寒

假作业——“带着民法典回家乡”。背

着学校统一印发的民法典传单和自制

普法作品，他回到了安徽省庐江县，沿

街向商户们发放传单，普及法律知

识。刚开始，商户们都不怎么搭理他，

收下传单随手就放到一边。后来，施

云想到一个办法，从商户们最关心的

签订合同的注意事项讲起，商户们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分享起了自己的

经历，还向施云提出了许多问题，最后

还送给他许多礼物。

“带着民法典回家乡”这份寒假作

业，是由西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四

川省法治教育普及基地联合发起。寒

假伊始，西南科大法学院 65 名学子带

着自己原创的微普法作品踏上归家之

路。

施云的同学向杰家住贵州省修文

县，素有“美食县城”之称。他则以当

地餐饮文化中的法律知识为切入点，

通过解答“餐馆收取的餐具和餐位费

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不小心将上

错的菜吃掉，需不需要支付相应的价

钱”等接地气的问题，讲解普及民法

典。

据了解，学生们在假期中通过

vlog、随机访问、入户讲解等多种方式

在各自家乡进行普法与讲法，普法内

容涵盖了《民法典》各热点问题，诸如

网络购物、休闲娱乐、工作就业、婚姻

家庭等，所涉省市包括河北省、山东

省、四川省等地。学生们穿梭在街头

商铺、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儿童福利

院等场所，一共完成普法讲解 1000 余

次，得到了当地村委会、社区服务中心

和居民们的认可和表扬。

“作为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者，更

有责任向大家普及法律，宣传法律，让

《民法典》走进人们的生活。”这是学生

们在参加完活动后的共识。他们在前

期调研中发现，家乡的人民对民法典

和其他法律知识了解甚少。

法学1906班学生伍秀花的家乡在

凉山州德昌县，她在阿月镇付隆村宣

传普法时，一个小男孩对此产生了强

烈的好奇心，指着传单上的内容问了

许多问题。几分钟后，她再次遇见小

男孩，看见他正学着伍秀花的样子给

长辈们讲述，一边讲还一边向伍秀花

确认自己讲得正确与否。伍秀花说：

“当时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我感动

于自己能为他们做一点法律的指引，

我感动于法律的传承和普及，以最传

统、最有用的方式，口口相传。”

本报讯（记者 杜蕾）3月1日，是成

都市正式施行《成都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的第一天。为推动垃圾分类有效

落实，当天，“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暨‘生活垃圾分类市民线上学堂’发

布活动”在成都市青羊区举行。

活动现场，成都市教育局将多方

联合编印的《成都垃圾分类手册》赠送

给成都市社区居民代表和中小学师生

代表。成都开放大学（成都社区大学）

开发的“成都生活垃圾分类市民线上

学堂”正式发布，为市民提供了“垃圾

污染”“垃圾如何分类”“减少垃圾”“成

都垃圾分类”四类微课近100节。成都

市青羊区教育局介绍了青羊区依托社

区教育载体和全区中小学校，通过原

创歌曲、自编快板、特色课程、社会实

践等形式，宣传推广成都市生活垃圾

分类的特色做法。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境界分校的师生表演了自创垃圾分类

儿歌《四种颜色一首歌》和情景剧《垃

圾分类我先行》，展示了青羊区少先队

员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倡导以及对共

建幸福美好公园城市的美好祝愿。

为倡导更多市民做好垃圾分类，

青羊区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向全

市市民发出《市民生活垃圾分类行动

青羊宣言》，成都市终身教育促进办公

室面向全市发布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

令，现场推出网上报名通道，招募活动

将征集垃圾分类指导员志愿者和垃圾

分类知识宣讲志愿者。

据了解，3 月 1 日也是成都市中小

学正式开课的第一天，垃圾分类是青

羊区各中小学“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

容。各学校成立了环保小天使志愿者

团队，发起了“小手牵大手”垃圾分类

家校社行动，通过校园环保宣言、绿色

行动倡议、科技推动环保体验活动、垃

圾分类童谣MV发布、垃圾分类原创歌

曲发布、垃圾分类童话剧展播等形式，

促进广大市民能够深入了解生活垃圾

分类的意义和重要性，引导大家养成

珍惜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习惯。

电子科大附小学生戴创
意帽迎开学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3 月 1 日，电

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4 个校区、全

校 6700 多名师生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

典礼。本次典礼以“善良是心中的太阳”

为主题，开展了秀出手工帽、展示奖状、

表演歌舞等活动，营造出欢乐浓厚的开

学气氛。

当天，学生有的戴着千奇百怪的手

工帽、穿着与帽子相匹配的演出服，有的

浑身上下都被打扮成了小熊猫，还有的

身着各式各样的运动套装……除了手工

帽走秀，还有以开学和大运会为主题的

歌舞、情景剧。

在府青校区的校园，生日帽、圣诞

帽、草帽、蛋糕帽、魔术师帽、冰激凌帽、

学士帽、兔子帽、老虎帽、钢铁侠帽……

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寒假里和父母一起完

成的。除此之外，每个孩子还都拿着一张

奖状，这也是在寒假中，父母根据孩子取

得的成果或进步颁发的。学校老师李朝

霞说，学校鼓励孩子们在新学期的第一

天，戴上新帽、拿上奖状，与同学和老师分

享自己的成果和喜悦，同时也是鼓励他们

在新学期从“头”开始、从“新”出发。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康永邦代表学

校欢迎全校师生重回校园，并向同学们

提出了三点希望、一个目标：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善待环境，做一个身体好、情

商高、学习能力强的新时代好少年。

此次开学典礼，也是电子科大附小

“爱成都·迎大运，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系列活动的第一个。因此，表演项目有

不少以“运动”为主题，旨在培养学生对

家乡的热爱，增强共建美好家园的信念，

为大运会助力，为成都喝彩。

华蓥市“以劳润心”推进
劳动育人

本报讯（卿明统）华蓥市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坚持“以劳

润心”，推进劳动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常态安排家务劳动。注重抓住衣食

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

励学生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

坚持不懈地进行家务劳动，掌握洗衣做

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目前，学生

家务劳动参与率达 99%，每年开展家庭

生活劳动技能比赛达 120 余场次，学生

每年至少能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

技能，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科学组织校园劳动。充分发挥校园

在劳动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科学设计

劳动项目，广泛开展教室保洁、校园环

卫、学生值日、班级值周、农耕劳作等校

园劳动，激发学生劳动内在需求和动力，

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目前，建成校园农

耕劳作基地 9 个，学生参与值周值日率

达 100%，华蓥中学班级值周、双河小学

学生值日等实践活动成为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源泉。

有序推动校外劳动。充分挖掘和利

用社会资源，稳妥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福

利院、公共场所等服务性和公益性劳动，

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让使学生经

历劳动过程、体验劳动艰辛、感受劳动快

乐。目前，每年开展服务性和公益性劳

动近 100 场次、参与学生 1 万余人次，建

立校外实训基地12个，每年组织学生到

基地参与生产劳动达2000余人次。

理塘县中小学教师“赶考
忙”

本报讯（黄冯）日前，平常负责教学

和监考的理塘县老师们，像学生一样坐

进教室，认真参加学科知识水平考试，在

新学期走上讲台前，给自己做一下“体

检”，当一回“考生”。

此次考试是继2018年以来甘孜州组

织的第二次全学科覆盖的“中小学教师学

科知识专业水平考试”，旨在以考促学，以

考促教，从而引导教师提高专业素养。理

塘县共有705名教师参加考试，设置考点

1个，小学阶段、中学考场共25个，隔离考

场2个，参考教师需扫描场所码，佩戴好口

罩从体温检测通道进入考场。

考试前一天，理塘县教育和体育局

与各学校负责人签订《教师学科知识水

平考试责任书》，并与监考工作人员签订

《监考工作责任书》，对考务人员及监考

教师进行了培训，规范了考务流程，主持

召开了 2020 年甘孜州教师专业水平考

试考前教育大会。会上，详细通报了《甘

孜州中小学教师学科知识水平考试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明确了考场秩序和

考试纪律。

在脱贫攻坚中淬炼教育情怀
——成都大学师范生凉山支教记

■ 肖红 李科 文/图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收官之年。为推进凉山州
深度贫困县教师队伍建设，助
力脱贫攻坚，2020年9月，成
都大学派出了30名师范专业
学生和2名带队教师赴凉山州
布拖县特木里镇中心校、沙洛
乡中心校等学校开展为期5个
月的顶岗实习支教，他们在脱
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中淬炼出了
更加坚定的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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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西南科大学子“带着民法典回家乡”

“小手牵大手”倡导垃圾分类

成都市举行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