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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
教学点

JY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通讯员 邓蓝玙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13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校生陈忠云，
在移动互联网方面显示出了他有“不
一般”的能力，他“指尖上的生活”有
精彩。

1993年出生的陈忠云是“星校园
周刊”的创始人。“星校园周刊”并非
一本纸质出版物，而是一个微信公众
号，去年9月正式上线。去年初，作为
文学青年的陈忠云开始维护一个名
为“指尖上的新生活”微信公众号。
尽管陈忠云发动了很多爱好文学的
同道中人将他们最新的作品在公众
号上推送，但是关注者依然寥寥。

“星校园周刊”上线之后，陈忠云
推送的内容开始偏重学校的相关资
讯信息，不过关注者依然没有明显的
上涨。如何让同学们关注“星校园周
刊”呢，陈忠云和几个同学开始了“头
脑风暴”。经过了数次碰撞之后，陈
忠云决定启动“我为自己代言”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自拍大赛
——参赛者上传自己的照片，并且发
动自己的朋友投票。

在做了大赛计划书之后，陈忠云
找到一家外卖平台，拉来了2000元
的赞助。有了钱，赛事就正式启动
了。意想不到的火爆，自拍大赛很快
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短
短的16天大赛时间，共有500多名学
生在“星校园周刊”社区上传了自拍
照片，累计50多万人次登陆浏览参赛
页面。

井喷式的关注度，裹挟而来的也
有“不和谐状况”——一名参赛的选手
遭到了恶意攻击，自拍照片的页面下
面有数千条谩骂跟帖。“我们六个同
学一起，就一条一条地删除，并且把
骂人的ID号码拉黑。”如今回忆起来，
陈忠云感叹，当时被攻击的选手已经
告知我们要退赛，“如果退赛了，新生
的‘星校园周刊’名声就将受挫。”

处理了这起恶意攻击选手的事
件，“星校园周刊”挺了过来。之后，
陈忠云又拉了一家驾校1000元、一
家物流公司200元的赞助，加上那家
外卖平台追加的1000元赞助，共计
4200元，在个人贴了800元之后，陈
忠云策划组织了大赛的颁奖酒会。

不过，陈忠云认为这800元很值
得——“星校园周刊”由初上线时的
默默无闻，发展到有3000多名学生
关注，成为很多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的“手机上网好去处”。

有了巨大人气的“星校园周刊”，
陈忠云和几个同伴从今年年初开始，
在平台上开发了“经贸电台”、“我的
地盘”、“新生助手”等栏目，学生可以
在上面进行成绩查询、录取通知书查
询、系部在线咨询等，其中“新生助
手”栏目开辟了“学院概况”、“奖助学
金”等十多个子栏目。

今年5月，陈忠云接到了“外单”，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先后将学院的两
个招生微场景制作交给他。“尽管只
收了 900 元，但这是来自外界的肯
定。”陈忠云认为。

如今，作为“星校园周刊”创始人
的陈忠云正在逐步将维护工作交给
学院2014级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学弟
刘鑫。“我希望可以将‘星校园周刊’
的影响扩大到桂林洋大学城所有大
学生，让更多的大学生关注我们。”刘
鑫这样展望。

■ 吕俐敏

老师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两个年
轻的男老师住一间屋子，吃饭由退休
了的校长解决。没有网络，似乎有一
台电视。可谓家徒四壁，一眼望去就
能看到整个房间的状况。两位老师都
是由中心校派下来支教的，一般三个
月一个周期。学期结束了也该回到中
心校换别的老师了。

在一年级的教室里，我看到那个
男孩子，坐在课桌前，努力写字。流着
长长的鼻涕，光着脚丫子，怯怯地看着
我。我摸摸他的脚，12月的中部山区
还是有点阴冷的，脚丫子冰凉凉的。
问冷不冷，孩子也不说话，只是看着
我。抱他起来，擦干净鼻涕，把他手头
的语文书从后往前翻，想听听他读课
文。孩子就是不说话，静静地坐在我
的腿上。就那么一页页地翻书，孩子
一直不说话，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智力
有问题，否则一个学期都结束了，怎么
会不能读课文？那怕是短小的诗歌也
可以读啊，比如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怎么可能不会读？直到我翻到
aoe的时候，孩子终于开口了：“这个，
我懂！”很响亮地大声读aoe，那一刻，
我很欣喜，孩子智力没有问题。只是，
一个学期过去了，这个孩子就只学会
了第一课？我随手拿起他写的字，指
着问是什么字，他就摇头。就是说，这
个孩子虽然在写字，但是并不知道自
己在写什么字。

翻到叶圣陶先生那首脍炙人口的
《小小的船》，我带着他开始读，开始还
有点怯怯的，随着我们打着节拍，变换
着各种韵律地读，孩子很高兴地跟着
我一起玩起来，在将要离开的时候，他
就能背下来这首小儿歌了——这个孩
子叫羊克文，一年了，他的形象刻在我
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像羊克文一样
的男孩子，听起来是在学校读书，但其
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学会。

面对着那位年轻老师，我默然了，
我不知道该表扬他的坚守还是批评他

的不作为。也不知道像这样的教学
点，在全省还有多少？

海南省通过教育扶贫移民工程
的方式，把贫困山区义务教育阶段的
小学高年级（四至六年级）学生和初
中学生迁移到教学条件相对优越的
县市城区集中就学，与城镇的孩子一
起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必须得
承认，这种扶贫方式是目前比较有效
的扶贫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的
代际传承，为乡村孩子向上流动提供
了可能，也为根本性的脱贫提供了可
能。

但是，随着4-6年级孩子的移民，
就留下了上文所谈到的1-3年级（有
时候还有因用而生的学前班，尽管国
家不提倡办学前班，但是在部分教学
点上还是有学前班的存在）的教学
点。作为乡村教育的末梢神经，从地
理位置上处于末梢，从关心程度上也
处于末梢。大部分教学点硬件条件
差，由于人气不旺，颓圮的校舍，荒草
凄迷的院落，里面有三三两两的孩子
赤足玩耍，乡村教育的式微让人难以
振奋精神！师资严重不足，教学点上
留守的老师年龄老化，有的职业倦怠
感严重，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
心态从事教育教学。于是，就产生了
像羊克文那样的孩子。一个学期快要
结束了，只会读aoe，自己写下来的字
自己不会读。

教育扶贫，教学点是重中之重。
一所村小的存在，其实不仅仅是一所
学校，而且应该是一个乡村的文化标
识，在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村小教师
的教育对象不仅仅是儿童，更多还包
括家长的教育。村小的学生一般是
1-3年级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对于这
些没有经历过学前教育的孩子来说，
很多第一次都要在村小完成：第一次
见识老师和学校、第一次写字、第一次
读书、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而这
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又都是多么重要的
养成教育，先贤教诲我们：“幼儿养性，
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前
苏联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优良的

习惯是一种道德资本，好比一大笔存
款，这笔存款不断增值，在其整个一
生中你都能享受着它的利息。”每个
人都知道养成教育对于人的成长是
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此，教学点
的教育是奠基的教育，为学生的精神
成长打底的教育。这个阶段教育的
缺失或者不到位，这些孩子即便在4
年级能够到了中心校，那他的学习也
会充满挫折，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体验
到学习带来的快乐，有的甚至因为跟
不上而辍学。

如何才能实现教学点的教育优质
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优
秀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是硬件环境的改善。舒适
的教育教学环境不但能让师生有好的
心情，也能让家长对学校产生信心。
硬件的改善，除了房屋、运动场所的建
设，多媒体设备的完善之外，还要有图
书的配置，建议在每一个教学点根据
目前阅读研究的分级阅读书目，为1-
3年级的孩子购置相应的图书，并印
制必须的阅读师生阅读记录，越是这
远离文化中心的偏僻的地区，越是需
要创造条件，使读书成为学生精神文
明的发源地。

其次，是教师职业倦怠的克服。
目前的乡村教师扶持计划对于乡村
教师可谓福音，无论是职称评定、绩
效导向等方面都在向乡村教师倾
斜。但是，平心而论，由于历史积累
的原因，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提升的
空间还是很大。并且由于编制所限，
很多市县连续几年都没有年轻教师
进入，教师队伍内部处于静止的“死
水”状态。且目前教师的学习停留在

“要我学，我不得不学”的状态。建议
尽快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和竞聘上岗
的方式，唤醒教师的危机意识，搅动
这潭“死水”。

同时，教育研训部门要研究并开
发针对乡村教育实际情况的课程与教
材，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素质，从而保
证乡村教育的教学质量。

（作者为北京博士挂职白沙）

我老家沿海的那一片荒滩地一直
来是村里的坟地，村里人过世了，那儿
便是最终的归宿。但在开发建设如火
如荼的今天，这块经年来沉淀而荒凄的
坟滩已被一大商家看中，听说要用该地
建成一个大型的娱乐型渡假村。村民
们心里虽不愿意，但因为有征地补偿和
迁坟补贴，也就同意让出了这片坟地。

好在村后两公里外有座大山，那历
史沉聚下来的近万座坟才有个迁落点。
领了迁坟补贴的人家便开始迁坟，几乎
家家户户都忙着开辟新墓地为先人搬
家，场面甚是热闹。而那座原来青翠蓬
勃的山，如今远眺上去，已仿佛成了一
座山城，凸显着各种造型，高低错落的
坟座。为了埋下那么一小堆白骨，甚至
是白骨化成的那么一撮灰土，野果树一
棵棵被砍了，山林一片片被毁，山上那

一只只来不及逃离的野生动物被烧死，
这座原来村童们最神往和喜爱的大山，
就这样转眼间变成了一座哀乐低回的
可怖的坟山。

因为腿有不便，我不能上山去祭
拜那刚刚搬迁上去安落的祖坟，但我
也实在不愿再爬上已被糟蹋成这样的
山上去。望着那已快干涸而从山上流
淌下来的一丝浑黄的山泉，我不愿再
向那面目全非的大山睁开眼，当家人
正在山上祭拜新坟时，我一个人孤坐
在山脚下，不由也闭上默默哀悼的双
眼，但我此时此心悼念的不是那已作
古的先人，而是这已失去一切灵性的
正如一座大坟般的大山。孩提时代那
和伙伴们在这大山上快乐玩耍的一幕
幕在我脑海中漫映着，那银铃般的笑
声在我耳畔阵阵回荡，但阵阵难言的
痛同时汹涌而来……

近年来，村子里新房越建越多，越
高越美，坟园也越来越多，越大越美，于
是，地也就越来越少了，加上征用建设

用地，故乡几乎难再看到半块空置的闲
地。一时，本来宽阔的农村天地，竟拥
挤和狭窄起来，于是常听到人们如此令
人哭笑不得的调侃：“以后的人死都不
能死了，死了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呀。”

“那自杀了的算是有先见之明哩，那被
车撞死去了的说不幸倒也幸呢，因为先
死了的还能抢上个安身之地。”

土地是人类万物生生不息之本，
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苍赐予我们的那
有限的一方之地已不容许我们再自挖
坟墓，没有多少真正意义地以华丽而
荒芜的方式占置着土地。

其实，生命的最终将化成一抹无灵
的尘土，虚无地回归于大自然中。人走
了，纵使我们后人再敬念，也只是心中的
一个符号，让那已经失去了意义的一具
具尸骨荒占了生命的空间和资源，束缚
和影响了后人的自由和美好，这纪念纵
使再真诚，其实也是一种不敬。就如家
乡的这座大山吧，那是上苍赐予我们的
一片乐土，而不是给那已失去了生命的

一堆堆尸骨当墓地。我想，假如先人有
知，他们是怎么也不愿看到那美好的一
座山被糟蹋成这样一座死气沉沉的阴深
的坟山的。

坟园修建得再煌丽，逝者也不能
享用，而地下的尸骨，安葬得再好，也
将被自然的法则化成一抹灰土。因
此，是该到改变我们那传统的观念和
迷信的思想的时刻了，不要让死者和
活人争地，不要再攀比修建那华而无
用的墓园……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些
洁净的天地吧，周顾后人，才是最重要
最有意义的。生命的最终无须归宿，
也没有归宿，别让那终将蚀消的尸骨
封埋在那阴冷的洞穴里，别将那无实
际意义的遗痕林立在青山绿水间。

人死了，一切已结束，就让炉火将
之化成一丝自由的青烟吧，让那最后
的一抹灰烬随风飘散或随水漂泊，就
这样无痕地消融在大自然中，这应是
我们平凡生命最后的一份美丽。

洪志功

匿名短信风波

2015.10.19
今天早上升旗，学生站在前头，我站在后头，

级长黑着脸走到我身旁，一言不发，拿着手机翻
阅着什么，递给我看一条手机信息，告诉我，这个
匿名发信息给他的学生已经发过两次，都说的
是因为各种原因希望学校更换某老师。我完全
不知情，不知所措。级长严肃的告诉我先和这
位老师说，我瞬时反应过来请求级长不可让这
位老师知情。在我看来，这位老师普通话中带
着些家乡口音，可能学生听课有些不明白，这一
点是无法更改的，其次，这位老师常在我们的自
习课中给学生加课，论敬业与努力TA都问心无
愧吧。无论换否，只要这位老师知晓对TA本人
来说都是极大的打击，想不了那么多，我当场把
这个匿名电话给一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让他
们悄悄打听这个情况。

午餐时分，我请教了学校优秀班主任邹春平
老师、李赛男老师、教育培训院的符明老师等，有
的建议我给班干部召开会议，让班干部先不能动
摇，有的建议我在班里回应与严厉批评，有的让
我不做任何回应当做不知情。思前想后，我给这
个电话回拨了过去，并未有人接听，我即是希望
让她明白这件事我已经知晓，希望她们能主动找
我。果然，下午六点半，这个匿名电话便给我发
了信息说想找我谈谈，我想，如果学生来找我谈，
那么她们所有诉说的都是合理的，我必倾听与安
抚，如果拒绝她们的请求，压制学生同时也会失
去学生对我的信任，如果同意她们的请求，则会
加剧整个集体要更换老师的决心，我不仅被动、
伤害同事，还会让学生学会逃避、遇事只懂责怪
他人，不会寻求内因。

我向来对学生温和，但此次，我认为“生气”
是最合适的选择。

于是我回复：“有些问题可以谈，但这个问题
不必谈。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很
多，你们选了一条最不明智也最伤害老师和自己
的方式，对谁都没有益，这个科目不单靠老师课
堂讲授，还有自己，你敢保证换了另一个老师又
是自己喜欢的吗？我听过这位老师的多节课，我
认为她敬业、表达得也能听明白。除了你们想的
外因，想过内因吗？如果觉得努力已经达到锥刺
股的程度还是觉得是老师的问题再来谈这个问
题。”“以后希望做任何代表班级的事还是要和班
主任吱一声，何况，你们代表不了17班，这样低
情商的做法有些过分。”

我感受到学生的紧张，马上回过来几条信
息：“我们也知道这种方式不对，但是成绩提不上
来，家长也很着急啊。”

我说：“这是课后付出很多努力才会有回报
的科目，不要妄想只听了一节课就能掌握这些知
识点，百分之九十都要靠课后，只有靠自己才是
真理，先把所有知识点和题目做完，如果到滚瓜
烂熟的程度成绩还是提不高再谈。”

学生知道我已生气责怪她们不寻找内因，
便承认了错误，但希望我不要知道她们是谁。
我便回复：“我的学生做事应该是光明磊落大
方得体，不想知道你们是谁。”而学生却恳请原
谅并表示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决心，同时告诉
了我她们的名字。三言两语，换老师的事情也
总算有个稳定的结局，此时我终于可以松一口
气，我最后还是鼓励了她们：“你们是因为爱学
习才会有这个想法，事情已经过去，不需要再
记着给自己压力，以后靠自己努力，相信这个
科目不会再困扰你们的。”

高职生与“指尖
上的生活”

职校风采JY

教育扶贫
教学点是重中之重

生命的最终无须归宿

一个教学点，有 6
位学生两位老师。5位
学生二年级，一位学生
一年级。古人讲“独学
而无友，则孤陋寡闻”，
我很好奇只有一个学
生的班级，教师是如何
组织教学的？在12月
份的时候，终于有机会
到了这个教学点看望
这个孩子和两位呆在
大山里的老师。

中午寄宿在学校，自己叠被子。

吃午饭，饭是早上上学时一并从家里
带来的。

本栏配图由本报记者张惠
宁摄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
那来教学点。那来教学点有学
生56人。

可爱的孩子。

大
声
朗
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