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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宏伟

校对 卫 毅

38 年，他坚守山区学校，再苦再累，也初心
不改，无怨无悔；38 年，他入户家访，让山区孩
子燃起走出大山的希望；38 年，他义务为山区
孩子辅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8 年，他钻研创
新教学方法，让山区孩子可以和城里孩子 PK，
成绩总列在全县前茅……他是一位普通的山区
教师，一位扎根山区教育一线 38 年的老教师，
他就是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提名奖获得者、山
西省“最美乡村教师”、新绛县北张中心校西庄
学校教师杜保青老师。

新绛县北张中心校西庄学校地处马首山
下，距离大山仅有几里路。站在学校门口，一眼
望去，远处连绵的大山就是位于新绛县和临汾
乡宁市交界的马首山。今年已经 57 岁的杜保青
在 38 年从教生涯中，从没离开过山区，都在马
首山下，先后在北张中心校 3 所学校任教，最长
的是在山脚的西庄坡学校，在那儿一待 28 年，
最短的是在西行学校教了 2 年多，目前在所在
的西庄学校已经 7 年多了。无论在哪个村，无论
在哪所学校，杜保青都给当地百姓留下了好口
碑，带出了一批好学生，让许多山区孩子走出大
山，成就了梦想。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执著和坚
守，他用一名人民教师的红烛精神、无私情怀守
护着山区孩子天真的梦想，为他们撑起一方梦
想的天空！

扎根山区 心系山里娃
用脊梁托起孩子们的梦想

新绛县北张镇西庄坡村地处山区，村民祖
祖辈辈务农，村里的教育水平较低，学校缺师少
教，孩子得不到较好的教育，在杜保青去之前，
村里从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临近村子如庙
儿坡村，每年都出大学生。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
口溜：庙儿坡、西庄坡，两坡同属一个坡，大学生
只会出在庙儿坡，不会生在西庄坡。杜保青是庙
儿坡村人，38 年前，高中毕业的他怀揣着梦想
准备走出大山进入工厂，开始自己美好的生活。
但当时，他遇到了决定人生的一件难事。西庄坡
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多次找到他，让他到村里去
任教，改变村里娃娃受教育的现状。面对这人生
抉择，杜保青深悟西庄坡村民的殷殷期望，他不
顾母亲和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留下来，去距家
四五里外的西庄坡从教，而这一去就是 28年！

刚到西庄坡村，杜保青看到这里的现状后，
都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学校环境差不说，更重
要的是学校在全镇的成绩太差。村干部给他预
付的工资，他不敢收了；自己的铺盖被褥不敢搬
来。村干部和几位老师来看他，他给他们说，期
中考试后，如果成绩仍如以前，便辞职！经过一
个学期的不懈努力，他精心备课，认真给孩子批
改作业，天天家访给孩子们上门辅导，每天晚上
都熬到深夜。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一个学
期下来，他所带的班在全镇二十多个班的排名
中，获得全镇第三名。这一成绩一下子轰动了整
个西庄村和北张镇，也改变了村民和村委会对
教育的看法，不是娃娃不行，是没有好老师。就

这样，杜保青在西庄村扎住了脚。
在西庄坡学校任教的 28 年里，杜保青每

天往返崎岖的山路，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
往，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学校、家
是他每天两点一线的行程。环山土路，坑洼石
多，曲折难走，但是都挡不住他去学校教书的
步伐，因为那里有一群等他来上课的孩子们，
他也从没有因为天气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在这
28 年里，他每天晚上骑自行车走访家长，义
务辅导学生，辅导学生累计时间长达一年之
久。28 年来，他累计行程 10 多个“两万五千
里”，骑坏了 5 辆自行车。在杜保青的不懈努
力下，西庄坡村这个几百人的穷山村，先后考
出来了 30 多名大学生，改写了西庄坡村没有
大学生的历史，改变了山里娃的命运。

创新钻研 探求教学规律
用痴心引领山区教育向前迈进

在杜保青 38 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之所以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教学成绩，和他在教学
中的创新钻研分不开。他的教学方法深受孩子
的欢迎，也很有教学效果，这成了他们山区学校
成绩超过一些城里学校成绩的“制胜法宝”。38
年来，杜保青总结了近 20 万字的经验材料，30
多年的差班随行，转化“学困生””潜能生”成了
他创新的动力。

杜保青说，在他的教育字典里，没有差生只
有差异。他的教学特点之一就是提高”潜能生”、
不放“学困生”，根据学生特点教学相长。为了面
向全体学生、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多渠道激活学
生思维，他不断探求教育教学规律，总结教育教
学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许多使用有效的教学方
法，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和老师们的好评。比如，

用简练的语言、情节教学，精炼了教学过程，取
得显著效果；用顺口溜、儿歌教学，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大大减轻了学生学习负担，真正体现
了在愉悦中学习。

杜保青用他自己钻研创新的特色教学方
法，让他每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成绩就提高一
大截。他经年累月的家访也先后挽救了近百名
濒临失学的孩子，赢得了学生、家长的称赞。

西庄学校六年级学生家长曹爱英说，她的
孩子爱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原来成绩总在中下
游，家里管他又不听，爱玩手机，玩游戏。让她们
一家没少操心。自从杜老师知道以后，经常利用
晚上时间家访，到家里给孩子辅导，让孩子知道
怎样学，养成学习习惯。这几个月以来，孩子变
化很大，现在成绩提高很快，已经到了全班前三
名了。每次到家里，杜老师不吃饭不喝水，一心
扑在孩子学习上，不收任何费用，她们全家很感
动，感激好老师杜保青。

近年来，北张中心校以杜保青老师为标杆
设立了名师工作室，带动年轻教师成长，从而整
体促进了北张教育的发展，使山区教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以来，北张中心校教学质
量总成绩位居全县第三名，农村学校第一名。县
抽考四学科成绩中三科进入优秀学科：数学位
居全县第三名，英语位居全县第三名，科学位居
全县第四名，语文位居全县第六名。这些成绩的
取得得到了新绛县委县政府和新绛县科教局的
肯定，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信念不改 红烛不息
用初心诠释教育人忠诚

在杜保青从教 38 年的生涯中，从
1980 年任教以来，他干了 24 年民办

教师，2004 年才成为公办教师。从开始的一个
月 45 元工资，到 2004 年转正前，每月工资加到
268 元。这多年来，无论家里多苦多困难，都没
有动摇他在山区学校继续从教的信念。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家家户户不愁吃，但是他家却在
借粮。多年的山区从教，多年的党的教育，使
他在妻子患病、母亲得病、他教学路上摔伤几
根肋骨看病时，几乎不离开讲台，也从没有向
组织开口要待遇。别人问他怎么不停下来，他
说，孩子们的功课耽误不得，再苦再累也要上
课。他告诉记者，朴实的山区群众对他太好了，他
要用献身山区教育的初心诠释教育人的忠诚。

由于杜保青在西庄坡村的特殊教学成绩，西
庄坡村老百姓和村委会对他这个教师是格外的
喜爱，把他当做村里的“宝贝”。虽然是民办教师，
但是他的工资比全县其他民办教师的工资都高，
在他的影响下，西庄坡村尊师重教氛围比以前都
浓。由于他的突出成绩，1991 年，西庄坡 14 名党员
联名到镇政府，向组织提出杜保青加入党组织申
请，当年，杜保青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当时
全镇教师中最年轻的一名党员。

38 年的汗水，换来的是硕果累累。杜保青先
后被评为“县模范教师”，“感动新绛教育，人民满
意教师”，新绛县“最美乡村教师”，“感动新绛教
育，十佳人民满意教师”，“山西省模范教师”，山
西省“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提名
奖等等荣誉。

北张中心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惠华林说，杜
保青老师是北张教育的一面旗，是所有老师学习
的榜样。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担当作
为的崇高精神，体现出一名人民教师的忠诚无私
的可贵品质。在杜保青的影响带动下，北张教育
已经成为新绛乡村教育的品牌，北张党建工作也
走在全县的前列。

西庄村学校教师唐慧霞说，和杜保青老师共
教 10 年，在他身上学习到可贵的敬业精神以及对
教育教学的执著。同时，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崇高
师德，是我们学习的无穷源泉。

新绛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尚文元说，杜保
青是马首山下走出去的一个教师典型，是新绛
县教育系统涌现出的党员优秀代表，他热爱山
区教育，无私奉献，勤勉务实，在他身上体现
出的宝贵精神值得弘扬和学习。目前，新绛县
教育局党委已经向全县教育系统发出了“向杜
保青学习”号召，传播他身上的正能量和可歌
可泣的精神。

“虽然我从教已经 38 年，虽然我现在渐进花
甲之年，但是我还要回报组织，回报群众，继续给
山区孩子上课，给孩子们辅导，还要走访家教，这
是一个教育人的初心，也是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使
命！”杜保青告诉记者。

马 首 山 下 38 年 的 坚 守
——记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提名奖获得者、新绛县北张中心校西庄学校教师杜保青

■本报记者 李宏伟
本报讯 （记者 李宏伟）12 月 18 日至

19 日，闻喜县教科局牵头，会同公安、市场监
管部门分两组对全县 56 家无证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今年以来，闻喜县教科局针对校外培训
机构乱象问题，开展摸排登记，协调相关部门
研究制订治理方案。闻喜县规范整顿校外培
训机构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专项治理工
作，分类施策、长效治理，严查违法培训和经
营行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市场，保证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

联合执法小组每到一所机构，将办学要
求和执法依据告知举办者，现场下发责令文
书，并依据整改时限继续开展跟进执法，对违
法办学形成“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在全社
会树立“要办学，先办证”的经营理念。

闻喜县规范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工作领导
小组建议广大家长朋友们，为了孩子的健康
成长，请给孩子选择资质齐全的校外培训机
构。

闻喜县开展规范整顿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本报讯 （记者 李宏伟）快乐运动，活
力校园；快乐学习，幸福成长。为培养全面发
展、个性绽放的智慧少年，连日来，大运小学
坚持阳光运动不间断，上好体育课、做好大课
间、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受到学生的欢迎，以
及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依照国家课程要求，该校保质保量上好
每节体育课，让学生在学习扎实基本功的同
时，做好体育健康教育，确保学生每节课学有
所 获 ，真 正 在 思 想 意 志 和 身 体 健 康 上 双 丰
收。和煦阳光，运动场上扬童真；雾霾雨雪，
明健馆里亮风采。今年开学以来，大运小学
着力创设“快乐运动，幸福学习”文化氛围，结
合一年级学生年龄及心理特点，在传统“兔子
舞”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融入现代体操元素，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精灵兔子操”。大运小学
在每天上午半小时大课间的基础上，开设下
午放学后阳光体育，保障学生在校运动一小
时。每天下午的阳光体育亦是学生最享受、
最欢愉的运动时光。足球队训练、队列队形
练习、种类繁多的班级游戏等孩子们都乐此
不疲。

运城市大运小学阳光运动
助学生健康成长

不 知 不 觉 ，2019 年 又 到 了 尽 头 。 站 在 岁
末，回望一番，心情难抑，只为那一张张读书单，
书写着一个教育人的教育情怀，也惋惜还有许
多心仪的新书仍在阅读的漫漫长路上。

阅读，只为那一句话

对于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来说，一直坚守着
一句话：教育家办学。教育家办学是一个文化
传承的过程，也是一种理想目标，是提高学校办
学品质的重要途径。阅读者首先要沿着固有的
文化成果寻求办学的经验，这经验主要是间接
的知识积累。中国历史上拥有很多的教育家，
更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传承了下来。于是，我不
断进入了探索办学思想的深水区，找到了《走向
教育家：校长专业成长的取经》（张晓峰著），与
陶行知对话，请教生活教育的真谛，探寻晓庄学
校乡村教育的精华，叩问平民教育的理想；又聆
听张伯苓的成长历程，回望一个教育家成长的
道路和成功的要素，发现创办南开大学的故事；
回想廖世承的济世救国的教育情结，佩服“教育
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理念，以及严
以律己、为人师表的育人思想；驻足经亨颐的春
晖中学，遇见朱自清、夏丐尊、匡互生、丰子恺、
朱光潜、刘叔琴、刘薰宇等一代名师，与他们相
交相知，饮茶喝酒，谈书论道，用先进的办学理
念、精诚合作的态度在充满爱和人文关怀的氛

围中幸福地享受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愉悦。
年初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名字叫《中国名校

长办学思想录》（朱永新主编），又激活了我心中
对于教育家办学的敏感神经。于是，又一次仔
细阅读了一遍。有时，还不免掩卷深思，或者翻
一翻自己的工作笔记，思想似乎又复杂起来
了。但是，唯有崔其升的做法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育，李希贵的从管理走向领导，李镇西引领班
主任队伍的经验，以及刘彭芝追求教育理想、成
就卓越人生的感悟，忽然觉得眼前一亮，这不正
是朱永新先生说的“思想的光芒照亮了教育的
路程”？真是读书增智，读书启智，读书让自己
的教育人生更美好！

阅读，让课堂与思想同行

课堂是学校常态化的教育行为。近年来，
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学校的课堂就是因为课堂是
学校教育思想的发散阵地，做好这个阵地，学校

的工作就算完成大半了。说实在的，要实行课
堂教学的根本性革命，唱主角的一定是学校的
管理人员和教师，而阅读是统领教师思想的最
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为了课堂的效率而阅读，我开出了实现课
堂高效的阅读单，许多教师与我一样一头钻进
书中，好长时间不能自拔。后来，大家又多次审
视我们的课堂，多次听取同仁的课，慢慢地，思
想逾越了先前的堡垒与障碍。之后，我再次回
味了重印了八、九次的《有效教学 66 个经典案
例》（陈海滨、徐丽华主编），字斟句酌地阅读了
那一个个精彩的课堂，看到了巧妙的课堂设计
对效率的作用，发现了有效课堂生成的契机，学
会了机智的引导，重视了学情对课堂效率的影
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课堂，并逐渐形成自
己的教学风格，也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思 想 。 随 后 ，我 又 翻 阅 了《第 56 号 教 师 的 奇
迹》，又一次看到了一位平凡的教师——雷夫，

他用创新的教育方式把孩子变成了热爱学习的天
使，用对教育的挚爱唤醒了学生对知识的渴望，用
自己的耐心换来了孩子对自己的信任。2019 年，
我们经过一年的书虫生活，思想在变，课堂也在
变。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变。

阅读，让教育人生更美好

读书，本身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之余，
我们也曾经有过“边喝咖啡边读书”的高雅与悠
闲，也有过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神聊，还有过一砖
一瓦的知识积累，无论怎样，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
变的：教育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阅读后的神清气爽
是越来越养人，工作起来越来越轻松，心情越来越
愉悦。阅读，本身就不是鸿沟不可逾越，而应当是
开卷有益，五谷杂粮搭配摄入，才能营养均衡。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闲暇时，我不
免翻一翻《经典散文读本》（采桑子主编）之类的养
心、养神之作，品一品名篇佳作，短小精悍，用一用

时间的边角料，一篇一个阅读单元，一篇一个收
获，可以与朱自清、林语堂、郁达夫、沈从文、刘半
农、汪曾祺、季羡林、毕淑敏、林清玄、余光中、席慕
蓉等大家同呼吸，共命运，抒发真性情，领略人生
的浪漫，感受生活的诗情画意，放慢自己的生活节
奏，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提升自己的处世品位。

生活中不止有纯粹的芳香，还有幸福的工作
与阅读。这样的阅读才会有美好的人生。时间的
边角料也滋润到类似《给教师的建议》（苏霍姆林
斯基著），哪怕是课间 10 分钟，有时也会带给我们
一个收获，哪怕是曾经读过的，重温也会有另外的
收获，而且，长时间的积累影响着我们的教育生
活，让我们感受到教育的美好，感受到学校生活的
丰富有趣。

回眸 2019，阅读给我们创造了许多的机遇，
创造了教育教学的新高度。作为阅读者，在读书
的路上快乐地砥砺前行，猛一抬头，又是一个新的
里程碑！跨越过去，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有又许多
好书在等着我，我须继续极速前行！

（作者系市实验中学副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
师）

2019年，砥砺前行读书路
——一位教育人的阅读情怀

杨学杰

有专家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
无效或者低效的五种课堂教学形态，在全国辐
射面很广”。专家所谓体育课的五种课堂教学
形态，是指把体育课上成了“说教课”“安全课”

“测试课”“单一技术课”和“军事课”。而体育课
教学效果被打折扣，后果其实很严重。目前，青
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下降，与落后的体育课教育
形态有比较大的关系。

如何让体育课更有体育味儿？学校管理者
需要重视体育课程改革，认识到体育课程所蕴
含的育人力量，必须开齐开足体育课，努力配齐
专职体育教师，为之畅通成长渠道，并将体育课
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平台。现实表明，如果小
学体育课实现游戏化、趣味化与童年化，课堂上
充满更多的笑声与汗水，不仅能让更多学生健
身养心，也能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工作。

所谓游戏化，是指体育项目不必拘泥于既

定的条条框框，可以因地制宜，赋予课程学生喜
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每个孩子都喜欢游戏，
游戏的力量能让学生坚持下去，乐此不疲，让体
育课焕发生机。所谓趣味化，就是相对于枯燥
的跑跳投等项目，体育课可以适当引入一些有
趣的项目或学生们都喜欢的活动，如此能拉近
学生与体育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充满期待，课堂
参与度更高。童年化是指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体育课成为学生放飞童心、享受童年时光
的渠道。

当体育课成为学生们挥洒汗水、肆意欢笑
的地方，学生们便会感悟到运动的真髓、生命本
身的活力。这样的体育课如果成为常态，在更
多小学推广开，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将得到极大
改善，每名学生也能内心充满阳光，变得朝气蓬
勃。如此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更有学生
样儿，校园也更有育人气息。

期待体育课有更多汗水与笑声
○崔 萍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社会艺术协会举
办的“2019 中国社会群众歌曲创作艺术活动
展评”日前在京揭晓。我市教师杜德建参赛
作品获“一金四银”大奖。

本次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作品 6000 余件。经严格筛选、认真审核，杜
德建的 5 件作品脱颖而出。歌词《形象》荣获
金奖，《献给教师的歌》、《新时代的女兵》、《青
春在激荡》、《放歌五月》荣获银奖。杜德建的
歌词气势恢宏、豪情万丈、朗朗上口，深受广
大读者喜爱。中国第一部业余音乐作者专著

《神州歌海》收录了杜德建的获奖作品，并开
辟“杜德建创作歌词专栏”。

杜德建表示，在未来的征程上要勇于开
拓、不断创新，为群众再创佳作，为时代再放
赞歌，为社会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李 军）

我市教师杜德建歌词作品
获全国奖“一金四银”

杜保青杜保青在室外给学生上自然课在室外给学生上自然课。。 李宏伟李宏伟 摄摄

◀12 月 26 日，盐湖区钱学森科技小学的孩
子们在学习组装乐高机器人。该校以航天科普
为特色，是全国唯一以“钱学森”命名的科技小
学。学校拥有创客空间、梦想中心、国学堂、乐
高机器人等精品社团，这些科技实践类社团，让
孩子们在完成学科课程的同时拓宽了视野，提
高了动手实践的能力，点燃了学生创新探索的
兴趣。 特约摄影 任志坚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