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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三年耕耘 静待花开

在祖国最西端开垦教育“试验田”
将学生拉回课堂

最初的支教时光，用赖扬平
的话来说，“浑身都是劲，却不知
如何使出来”。

早读课上，赖扬平鼓励学生
大声朗读，可一些学生宁愿在教
室外扫地，也不愿进教室；晚自
习时， 总有学生在校园打球、闲
逛；上课没几分钟，就有好几个
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

在重重困难面前，赖扬平决
定从纠正散漫的学风入手，将学
生拉回课堂。

赖扬平将每天 20 分钟的早
读课细化到读几个字词、 背哪篇
课文。早读前，赖扬平还会提前站
在教室门口，督促学生进教室。读
拼音、写笔画，一切都从最基础
的开始。 赖扬平带着学生大声朗
读课文，纠正汉字发音，还举行
朗诵比赛，鼓励学生说普通话。

但很多时候，学生认识某个
汉字，却理解不了它的意思。“码
头是海边、江河边专供轮船或渡
船停泊、装卸货物的地方。 ”“什
么是海和轮船？ ”有不少孩子没
见过海和轮船，更无法理解“码
头”的意思。

赖扬平想了个法子。“火车
停靠的地方是什么？ ”“火车站。 ”
学生回答。

“那公共汽车停靠的地方是
什么？ ”“公共汽车站。 ”

“轮船停靠的地方就是码头。”
这样一类比，学生终于听懂了。

“有时还会把自己给绕进
去。 ”赖扬平笑着回忆。

用足够的耐心等待花开

在雪松中学七年级 13 班的
墙上，五颜六色的便利贴上写满
了这些十六七岁孩子的梦想。 43

个民族地区的学生里， 有 14 个
孩子的梦想是当教师， 还有 13
个孩子的梦想是当特警或军人。

这让赖扬平有些惊讶，“这
20 几个从偏远牧区来的孩子或
许不能完全理解什么是‘太阳底
下最光辉的职业’， 但从他们每
句‘老师您好’的问候中足以窥
见他们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向往，
军人戍守边疆的崇高和神圣感
也已深深烙印在他们心里。 ”

阿克陶地区地广人稀，许多
学生的家在离学校几百公里外、
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牧区。 每年
10 月起，山上的牧民就赶着牛羊
下山过冬， 等到来年 4 月后，再
回到山上。 牧区半山腰以上的地
方，常年积雪覆盖。

上学期间，学生吃住都在学
校，一个学期才回家一次。 集中
办学后， 一些牧民未能转变观
念， 宁愿让孩子在家里放羊，也
不送他去上学。 于是，每学期一
开学，赖扬平就和当地教师一起
乘坐学生接送专车，用一个多星
期时间，去各个村“捡豆子”（搜
集学生并接回学校上课）。

在赖扬平眼中，每个孩子都
是一粒花的种子，只不过花期不
同，“在这个被称为‘帕米尔高原
明珠’的地方，春天来得特别慢，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花开。 ”

“爱心点赞超市”

为了激励学生学习，2017 年
9 月，赖扬平发动已毕业的学生、
朋友和亲友同事募捐，筹集到两
万多元启动资金，在雪松中学办
起“长征源爱心点赞超市。 ”

超市里有赖扬平外出采购的
笔、地球仪、台灯、水杯、牙膏、毛
巾、洗衣粉、衣架等物品。 学生可
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或文艺汇演等
方式集“赞”兑换想要的物品。

学生学习进步了、做了好人
好事、劳动卫生表现好、上课积
极回答问题都可以获得“赞”。 5
个“赞”换一支笔、20 个“赞”换一
副乒乓球拍、100 个“赞”换一个
篮球或一本新华字典……超市
里，所有物品都“明码标价”。

在超市“老板”赖扬平的倡
议下，雪松中学还成立资金管理
委员会，由校团委第三方专人负
责，学生参与管理，实时公布每
一笔捐款的明细和流向。

爱心超市特别关注了贫困
学生， 赖扬平叮嘱其他教师，在
奖励“赞”的时候，可以偷偷地给
贫困的学生“放一点水”。 不少贫
困生在学校几乎没有零花钱来
购买生活用品和文具。 一开始，
赖扬平曾想给他们捐点东西，但
又觉得这像给学生“贴了标签”，
怕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

“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努
力，在爱心超市兑换到需要的物
品，会更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
觉。 ”赖扬平说。

赖扬平发现，在这套奖励和
考核标准下，学生慢慢变得更有
自信。 一段时间后，一些后进生
开始主动思考，如何让自己表现
得更好，并自觉向身边的榜样看
齐。“有了积极向上的学风，大家
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整个班
级更有凝聚力了。 ”

最会奖励学生的教师

进疆满一个月时，赖扬平和
来自江西的 10 名援疆教师第一
次上山“走亲戚”。 一路上，他们
穿越戈壁和盐碱地，经过 4 个小
时的跋涉，才到达目的地阿克陶
克孜勒陶乡阿尔帕勒克村。

在走访、 看望结亲户途中，
赖扬平发现，当地许多初高中毕
业生都在家放牧，没有选择升学

或外出工作，“很多牧民世世代
代的梦想就是放更多的羊”。

在赖扬平看来，问题的根源
在于这些孩子没有立志读书改
变命运的强烈愿望。“首先要重
建学生的学习兴趣。 ”他开始思
考“对症下药”。

学生每完成一个小目标，赖
扬平就及时兑现一个奖励：能流
畅地背诵一篇新学的课文，就奖
励一根棒棒糖； 考试有了进步，
就专门抽出一节课的时间，奖励
大家看一场电影；完成一次集体
活动，就奖励一场生日聚会。

他大概是整个中学最会奖
励学生的教师了，奖品有时是一
个茶叶蛋、一根冰棍、一瓶牛奶
或是一本《弟子规》、一支笔。

赖扬平在课上给学生播放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
会》《超级演说家》等节目，尽管
学生普通话基础弱，看视频却接
受得很快。 天气好的时候，他还
会带着学生到室外做一些简单
的小游戏， 把课堂搬到操场上，
学生安静地坐在地上，欣赏风景
的同时，学习环境描写。

在他寓教于乐的“鼓励式”
教学模式下， 学生在快乐中学
习，也不断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和
红色文化。 如今，雪松中学的学
生可以吟诵古诗词、弹唱《十送
红军》， 还将经典红色剧目和传
统戏曲搬上舞台。

不过赖扬平觉得，作为支教
教师，更重要的是为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学生播撒梦想的种子。 于
是，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阿克
陶各个学校作主题为“最美的风
景在大学”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
展示国内各大学的图片，给学生
讲励志故事， 强调目标的重要
性，鼓励学生勇于追梦，通过读
书改变世代放羊的生活轨迹，走
出戈壁、雪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把“教育航母”留下来

在雪松中学工作一段时间
后， 赖扬平被任命为学校副校
长，对当地教师的工作状态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发现，有的
教师不备课，在网上随便下载一
个教学课件，不做任何修改就可
以应付一节课；还有一些老教师
讲台上放的教案都是两三年前
写的， 讲课内容也是临时发挥；
课后作业布置、批改不及时的现
象也十分普遍。

针对学校教学管理松散和
教师工作懒散的现状，赖扬平每
天都会和负责教学巡查的教师
一起，到各个教学楼转一圈。

他会随机推开一间教室的
门，坐在教室后面听课。 下课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教师的上
课内容和教案上的备课内容是
否一致。

“发现教师教案不及格的，
第一次提醒，第二次我就会在教
职工大会上通报批评，扣绩效工
资。 ”赖扬平说。

在赖扬平等江西援疆教师
的推动下，雪松中学重新修订了
绩效考核管理条例， 把教学成
绩、工作纪律、业务能力、师德师
风等纳入绩效考核。 所有教师的
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将与工资收
入、职称评聘和评先评优挂钩。

有了考核的指挥棒，教师备
课、上课更认真了，懒散的现象
也慢慢改变。 还有一些教师产生

“危机感”， 主动去其他班“蹭
课”，学习优秀教师的授课方法。

为了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
水平， 赖扬平与援疆教师一起，
利用“传帮带”的方式为学校教
师示范教学。 开备课组交流研讨
会时，赖扬平经常主动邀请学校
的语文教师到自己的课堂听课。

然而，赖扬平的公开课上不
仅有语文教师，就连数学、历史
教师也会坐在教室里学习他的
授课方式和驾驭课堂的技巧。 教
室后面坐不下了，有的教师就坐
在过道上，甚至站在教室外。

起初，雪松中学的年轻教师
并不愿意上公开课，也不敢去外
面赛课。 于是，每次上公开课前，
赖扬平都要求教师当着自己和

“师父”的面先上一遍，发现问题
后， 再帮着年轻教师一遍遍地

“磨课”和修改课件。“几年里，年
轻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不少，在
外面赛课拿的奖比原来十几年
的都多。 ”赖扬平自豪地说。

他和其他支教教师有一个
共同心愿，“教育航母”不仅要留
在雪松中学，更要留在阿克陶的
所有校园。 除了每年定期对县里
的新教师进行培训外，3 年里，赖
扬平和江西全体支教教师在当
地开展了上百次送教下乡活动。

今年 1 月，3 年的援疆支教
结束，赖扬平带着满满的牵挂回
到家乡于都，“不去新疆，我不知
道新疆有多大；不去支教，我不
知道教育发展多么不均衡。 ”在
阿克陶的日子里，他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教师的价值和意义，“我
会像热爱我的家乡一样，热爱南
疆这片土地，有机会，我愿再赴
新疆。 ” （据《中国青年报》）

� � “我叫赖扬平，是你们的语文老师 ，
赖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姓氏……” 在新
疆阿克陶县雪松中学支教的第一节语文
课上 ， 赖扬平进行了 10 分钟的自我介
绍，可到了学生的作文本上，他的名字还
是被写成“懒羊皮”“来样平”。

雪松中学的 3400 名学生多数从小
学习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 国语基础
差。 “一个班 40 多人，语文能考及格的不
超过 5 人。 ”赖扬平如此描述这所民汉合
校当时的基础教育面貌。

作为江西省重点中学于都县第二中
学的语文教师， 赖扬平援疆前所带的高
一 18 班 32 人中，去年有 29 人考上一本
院校。 相比之下，位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县
的雪松中学，教育资源匮乏。

2017 年 2 月 25 日晚，赖扬平跟随由
110 人组成的江西省第九批援疆队伍，跨
越 5000 多公里，抵达我国最西端的阿克
陶县，被分配到雪松中学教语文。

课余时间，赖扬平给雪松中学学生辅导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