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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跨越十年的教育“牵手”

“北京班”的成长故事

前不久，俄总的大一秋季学
期刚刚画上句号。 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就读于中央
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学院的俄总，结束了自己的期
末考试，在等待该校计算机专业
的好友白玛才吉考完试。 从“北
京班” 结下友谊的两个小伙伴，
约好放假一起回玉树。

玉树学子和“北京班”的故
事， 始于 2010 年玉树“4·14”地
震。 由于州内学校损毁严重，
2010 年，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开始
接收玉树重灾区初中以上学生
就读。 2015 年，玉树州初中毕业
生出现井喷式增长，州内高中学
位不足。 在北京对口支援下，玉
树制定“异地办学千人计划”，形
成了“异地办班”模式。“异地办
班”使玉树州内学生能够获得包
括北京、辽宁、四川等省份的优
质教育资源， 教学效果立竿见
影，异地就读的高中毕业生本科
上线率显著高于州内高中。

俄总告诉记者，她的梦想就
是到外地读书。 然而初到“北京
班”的月考，给了她一次沉重的打
击。 从那时开始，成绩的压力就
变成她的动力。 而她前进的步
伐，不只激励自己，还给在四川
异地班读高中的妹妹以力量。
“我高考一结束， 妹妹就马上给
我打电话，要我把所有笔记和书
都寄给她。 ”妹妹到异地班读书
后，俄总明显感受到她学习态度
的转变。

同样受到身边“学霸”鼓励
的还有白玛才吉。 白玛才吉的哥
哥曾就读于辽宁盘锦的异地高
中“辽宁班”，现在是西南大学行
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哥哥鼓
励我去内地的中学学习，这样能
有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多选择。 ”

曲周桑毛小学毕业后便离
开家乡，初高中先后就读于北大
附属实验学校、北师大大兴附属
中学。 曲周桑毛的高考是民考
汉，即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语言文
字答卷。 相较于民考民考生，民
考汉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上，可
以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的
普通高等学校或专业。 不过更多
选项， 也意味着要付出更多努
力，但这些课业压力，曲周桑毛
并不视为困扰。

回望 6 年的“北京班”中学
时光，曲周桑毛觉得自己的关键
词是“成长”。 从初中起就在“北
京班”读书，她在异地求学的过
程中慢慢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变
得自律、努力。 如今，曲周桑毛又
从“北京班”来到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学校的环境、设施都
很棒，最主要的是这里藏学氛围
浓厚，有亲切感。 ”曲周桑毛还加
入了学生会和合唱团，“大学生
活应该更充实一点”。

“异地培养”不断升级

玉树州高三年级第二次联
考成绩出来了，玉树州民族中学
数学教师楼阳和州教育局教研
室的同事忙着进行联考全面分

析。 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州内
与一个“北京班”共同阅卷，两地
近距离教育切磋。 对楼阳而言，
这大有裨益。

2018 年， 楼阳作为第二批
“3·30” 人才计划选派的教育系
统代表之一，来到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进修 1 年。 所受触动之
大，楼阳记忆犹新。“我们以往教
学都是凭经验和感觉，但在进修
时接触到先进的教育理念，让我
们惊掉了下巴。 ”

重回讲台后，他调整了教学
方式和课程设计，“重点不只放
在结论，更在知识产生的过程”。

自 2017 年起，玉树州委组织
部在北京对口支援的支持下推
进“3·30”人才计划，连续 3 年每
年挑选 10 名本州优秀人才到北
京高校进行为期 1 年的研究生
课程跟班就读。 2020 年，这一异
地培养人才计划有了“3·45”升
级版———玉树本土专业技术人
才培训工程共选拔医疗卫生、生
态畜牧、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
具有培养潜力的 15 名年轻专业
技术人才赴北京高校脱产进修。

“造血才是长久之计。 ”北京
援青干部、玉树州教育局副局长
王家兵介绍说，作为升级版，“3·

45”计划拓展辐射范围，进一步
培养本土人才。 其中，选派 9 名
医疗卫生系统学员前往首都医
科大学；在教育系统，选派两名
高中教师在首都师范大学进修。

这是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
中学藏文教师生格江保第一次
到北京学习，“我很珍惜这次机
会，如果自己考的话，无论是学
习水平还是经济能力，都是相当
难的”。 生格江保已有 4 年教龄，
“我们学校比较新，教师年轻化，
还在起步阶段”。

“从教 10 年，在我瓶颈期到
来的时候， 有这样一次培训，我
感到特别幸运。 ”玉树州第二民
族高级中学历史教师郭墨表示，
面对学生和学校管理，有时会感
到力不从心，“觉得很匮乏，尤其
是教学理论和方法”。

两名玉树高中教师带着各
自在教学实践中的困惑，遇见了
导师田汉族教授和王海燕教授。

这学期每周四下午，田汉族
专门为两名玉树教师安排了学
术课堂。“在田教授那里，我想不
开的问题都变得那么简单。 ”在
生格江保看来，日常工作中的问
题得到教育专家的解答点拨，是
特别大的收获。“看到前沿的东

西，感觉自己在闭门造车。 ”生格
江保说，“现在我对课程设置有
一些思路，方向也更加明确了。 ”

援青教师带来“北京方案”

曾经，在北京怀柔区第一中
学高中数学教师李悦的印象里，
玉树很遥远，“第一次听说，是玉
树‘4·14’地震的时候”。作为北京
市第五批援青教师 5 人团队的成
员，85 后教师李悦在前往玉树州
第四民族高级中学前，作足了准
备。“我把在北京这些年的教学
资料都做了整理，希望起码在资
源上能够给当地老师提供方便，
实践证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 ”

在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
学支教一学期，李悦已熟悉了玉
树的工作节奏和本地教师的教
学方式， 四高的教师相对年轻，
基本上没有高三的教学经历，对
高考的把握欠缺经验。 为此，北
京市第五批援青教师团队根据
四高的教学情况，制订了抓高三
备考和教研组建设双管齐下的
优化方案。

刚过去的这一学期，已有 11
年教龄的李悦，带领 9 位高三数
学教师，狂刷近 5 年的高考及模

拟题，“筛过的题拿到教研组共
享，看这些题适不适合学生。 合
适的就可以形成校本材料，下一
届老师也能受益。 ”

这些经教研组讨论、筛选过
的题，成为四高高三学生的专题
练习。“我们会涉及到每一个知
识点，通过反复的练习，来加深
记忆。 争取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内，把能拿到的分数拿到。 ”李悦
说。

这学期，来自景山学校京西
实验学校的 90 后高中语文教师
张新雪则投入钻研中国少数民
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的
教材教辅。 四高的高三考生大多
选的是民考民，张新雪看到之前
的 MHK 备考计划较为简略，她
决心尽自己的一分力，帮助高三
老师制订备考计划。

“师生关系拉近，让学生信
任你，对帮助他们提升语文写作
和思考是很有帮助的。 ”张新雪
发现在课堂上多互动多鼓励，腼
腆的学生也能很热情勇敢。 一次
示范课上，张新雪教了同学们如
何运用比较的汉语句型， 高三 6
班的学生桑求虽然一开始害羞，
但参与了课堂互动，课后还主动
找她请教提高汉语写作的方法。

北京援青教师来后，各个学
科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备课组。 每
周的备课活动中，教师们从最开
始把握课程的重点难点、教学进
度，到利用教研活动的时间进行
磨课，一件件地落实到位。

当地教师对教学的认真，让
张新雪深受触动，“我们讨论修
改课件和教案， 进行了三四轮，
教师尕玛永德旺江都作了准备，
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手写版，特别
细致”。

“刚刚进教研组时，老师对
磨课还没有体会。 ”李悦说，经过
一学期的教学接触，“数学教研
组的氛围越来越好，交流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

在四高兼任教学副校长的
李悦看来，“我们主要的原则是
不打乱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来
配合教学。 ”北京援青教师是要
为四高提供“北京方案”的，“我
们也会跟自己所在北京学校的
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交流对四
高教学情况的建议”。

秋季学期告一段落，各项教
学工作已稳步推进。 这些援青教
师对当地为数不多的不适应，大
约是不可避免的高原反应。

“主要是失眠。 ”李悦对记者
说， 为了让她全力投入援青支
教，丈夫放弃了工作，在家照顾
年幼的孩子。“当时考虑了很多，
也从来没有离家那么远，心里是
害怕的。 但作为党员干部，没有
理由退缩。 ”

张新雪同样因失眠而煎熬，
“冬天含氧量更低， 现在过了半
夜 12 点， 我再睡不着就吃一片
安眠药。 ”刚开始，家人担心她身
体偏瘦， 适应不了高原的生活，
但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因为这
和她从事教育事业的初心有关。

就像张新雪描述她初见玉
树的那样，“特别蓝的天空，漫
山的牦牛群， 心情一下子就畅
快起来”。

（据《中国青年报》）

援青教师李悦与玉树学生合影

� � 2 020 年，同一所中学，走出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3 名高考状元。 来自北师大大兴附属中学“北
京班”的 3 个姑娘———白玛才吉、俄总、曲周桑毛分别摘得玉树州藏理科状元、藏文科状元和英

文科状元。
这一年，北京对口支援玉树教育的“北京班”，纷纷交出了“闪亮”的成绩单：北师大大兴附属中学本

科上线率为 84%，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本科上线率达 97.50%……一位玉树教师对记者感慨，“北京班”寄
托了全州人民的希望。

“爸爸虽然没上过学，但是他总会说，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上了学，以后就要靠知识来吃
饭。 ”独自在北京求学，白玛才吉始终牢牢记着父亲的这句话。

10 年来，许许多多像白玛才吉这样的玉树学子，因“北京班”改变了命运。
2010 年玉树“4·14”地震发生后，北京市第一时间参与玉树灾后重建，并随后拉开了全面对口支援

玉树的序幕。 两地牵手 10 年来，北京市累计投入对口支援资金 47 亿元，助力玉树州 12.97 万贫困人口
脱贫。 “特别是在教育援玉过程中，北京与玉树共同探索了‘异地办班’‘异地办校’‘异地培养’等模式，
一批批援青教师还给玉树带来了‘北京方案’，不仅弥补了玉树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更有效
阻断了民族欠发达地区代际贫困传递。 ”北京援青指挥部党委委员、玉树州委组织部副部长马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