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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最能懂他们的人
姚云飞刚到
□本报记者 黄莉萍
的晴隆，正进入脱
贫攻坚阶段，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都
这是一场没来得及准备的
“约会”
。
要参与结对帮扶
7 个月，她跑了 2000 多公里蜿蜒
贫困户。
“每位教师
的山路，常常半夜才返回住地。
要结对帮扶两家。
”
11 月 7 日，晴隆县脱贫攻坚成功
周日，姚云飞约上
通过了考核评估。3 天后，姚云飞带
晴隆二中生物教
着深深的不舍，回到了她原来的生活
研组组长张政龙
轨道上。
一起去茶马镇走
11 月 15 日，农历十月初一，不知
访农户。在半路
道她已回宁波的布依族大哥来电邀
上，姚云飞截住两
请她去家中过节。这让身在宁波课
个正在玩耍的小
堂上的她，这些天总会回忆起那手可
男孩，他们的穿着
摘星辰的晴隆时光。
和其中一男孩满
身已退和未退的
突如其来的“约会”
结痂引起了她的
贵州省黔西南州是宁波市“东西
注意。家住茶马
部扶贫协作”
的对口支援地。
镇野寨村燕子七
“近年来，
根据受援地需更多不同
组的留守儿童小田三姐弟就这样进入
学科的教师带去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到姚云飞的视线。
方式等要求，我们选派教师赴受援地
7 个月，教学工作之余，她跑了
支教更多的并不是承担当地学校的教
2000 多公里的山路。在晴隆县的大
学任务，而是交流。”宁波市教育局人
山深处，姚云飞遇见的，不仅是母亲
事处戴励斌提供的 2019 年宁波市赴
出走全靠爷爷抚养的小田三姐弟，有
黔西南州支教教师情况显示，支教 1
父亲病故、全家仅靠奶奶 300 元左右
个月的有 113 人，半年左右的有 26
的低保和养老金生活却烧伤膝盖面
人，
1 年的有 14 人，
1 年半的有 18 人。
临截肢的小静，有父母双亡的高中生
今年 4 月 19 日，宁波市鄞江中学
小念……
生物组组长姚云飞匆匆来到了黔西
每天清早从住地步行去晴隆二
南州晴隆县第二中学。
“ 当时正在紧
中上班的路上，姚云飞总会忍不住买
张地准备开学复课工作，组里忽然接
一些路边老人的山货，只因为他们殷
到了支教任务。其他教师都各有困
切的、渴望的目光。她常常会把这些
难 ，那 就 我 上 吧 ，我 有 困 难 自 己 克
点滴记录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
服。”姚云飞说，虽然奔赴的是一场没
她的微信朋友圈中，渐渐也出现
来得及准备的“约会”，却是在实现自
了一个个在晴隆山里遇见的需要帮助
己一直都有的支教情怀。
却躲闪着的孩子。很多亲友看她这么
在晴隆，姚云飞的任务是高二
辛苦，
都劝：
“你就一个人，
却有那么多
（4）班的生物教学任务和晴隆二中的
人需要帮助，
你到底帮得了谁呢？
！
”
生物教研工作。
“我更应把浙江的学科
这是事实。姚云飞却想，能帮一
管理、教学理念传达给晴隆的教师
个就是一个，
“既然我来了，
遇到了，
那
们。
”
姚云飞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支教工
就伸出援助之手”。姚云飞就这样对
作从课堂拓展到了和同学科、不同学
晴隆孩子们说：
“我来帮你好不好？
！
”
科教师的交流上，
“ 我们聊工作聊生
春节时烫伤膝
盖的小静 在 5 月 初
遇 见 姚 云 飞 时 ，伤
口已经溃烂到几乎
见骨。而后几个
月，姚云飞在花贡、
晴隆、兴义三地跑，
从县医院到黔西南
州立医院再到镇卫
生 院 ；宁 波 、新 昌 、
嵊州的亲友们都在
姚云飞的微信朋友
圈中关注着小静的
治 疗 情 况 ，出 钱 出
主意。教师节那
天 ，姚 云 飞“ 直 播 ”
了小静的出院。此
时，她和小静的感情
已经到了——
“她先
轻轻用脚碰我脚，
然后她轻轻拉我
手，我蹲下，她抚去
大山深处有姚云飞的很多牵挂。
大山深处有姚云飞的很多牵挂
。
一根粘在我嘴唇上

看见姚云飞，
看见姚云飞
，姐弟俩笑得格外开心
姐弟俩笑得格外开心。
。

的发丝，
然后对我哈气……笑了！
”
“愈战愈勇”
。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一座桥
“向中营镇月亮包小学捐赠书籍
梁，是我的亲人、宁波的朋友和同事， 几百册总计 2306.54 元整，篮球架一
甚至朋友的朋友在晴隆的眼睛。我
对 11425 元整，
篮球 20 个 5811 元整，
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通过我，可以
台 式 电 脑 5 台 13495 元 整 ，总 计
影响到身边的一些人。
”
33037.54 元整；
向花贡镇白胜小学捐
渐渐地，朋友们开始热情相托希
赠……”姚云飞有一个“晴隆捐赠明
望结对晴隆有需要的孩子。姚云飞
细”
的表格，
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
便陆续把孩子们的信息往她建的“星
一笔来自浙江甚至全国各地的捐赠。
星”帮扶微信群里推。陆陆续续，18
“有给学校的设备、校服、书籍等
个晴隆的孩子找到了能长期帮助他
捐助物资，有专门给学校每一个学生
们的叔叔阿姨。
的文具用品、衣物、玩具等礼物，也有
“每一个需要帮扶的孩子我都会
专门为优秀困难学生设立的奖学基
多次走访、交流，熟悉他们的性格特
金。”一个个包裹通过快递和物流从
征后再推给我身边最能懂他们的阿
各地飞来，每一份捐助，姚云飞都仔
姨叔叔。”姚云飞介绍，如小田三姐
细清点造册，亲自组织发放认领。
弟，鄞江中学同事龚榴红结对活泼好
10 月，经亲友牵线搭桥，浙江鑫
动的姐姐妍，姚云飞的高中老师、宁
利达集团公司总计 4 批 283 大箱约
波市总工会的陈丰宜结对憨憨的老
2.1 万套运动服、保暖内衣裤送达晴
二浩，姚云飞远在澳大利亚昆士兰读
隆。晴隆二中的教师和学生们自发
博士的学生郑秋达结对最机灵的老
帮忙卸货搬运。
“ 这些衣物一部分我
三龙。
“ 结对后朋友们将给予被结对
通过二中全体教师的单件认领发放
的孩子以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资助和
到他们结对的帮扶对象和其他需要
鼓励，直到完成全部的学业。希望孩
帮助的人们手上；一部分通过我自己
子们在得到关爱的同时将来能反哺
直接发放到敬老院和需要帮扶的老
社会，传递温暖。”已经回到宁波的姚
人、孩子手上；还有一部分通过各学
云飞坦言，这将是她一直关注和努力
校、医院、村寨、县统战部、电视台等
的事业。
单位统一认领，发放到晴隆全县的角
角落落。”姚云飞感激地表示，因为隔
脱贫攻坚助力乡村学校
着千山万水，自己便成了浙江亲友们
“曹老板，都是为了孩子，大家齐
表达善意和温暖的那个最幸运的人。
心协力，奉献些爱心，你少赚点……”
每次募集到物资捐赠，
姚云飞更多
曹老板爽快答应：
“我懂的！”
的是通过下乡的当地教师分批带给他
这是姚云飞记录的第一次和别
们结对帮扶的家庭和孩子。
“这样当地
人商讨工程造价的对话。面对热水
教师可以省下心力更好地把自己的学
器厂家，这个来自宁波的普通支教女
生们带好。教育才是王道，孩子才是
教师代表的，是她老同学的宁波公
希望！”
在姚云飞的晴隆时光，她总喜
司。老同学出资 5 万元购置的风能
欢念起“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
热水器，让晴隆县大厂镇地久学校的
在她心中，
自己就是那苔花，
而晴隆的
住校学生第一次用上了热水洗澡。
孩子们更应是如牡丹开的苔花。
姚云飞的后援团里，不仅有她的
有一次，姚云飞去红寨小学和月
同学、同事、老师、学生、孩子同学的
亮包小学给孩子们送去朋友寄来的
妈妈们，还有亲戚、朋友、同事的朋
新衣和书籍。当地校长一定要她对
友、亲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
“大
着孩子们讲几句。她蹲下来，对着这
家因为心存善意和温暖，走进了我的
些一至三年级的孩子说了他们能听
支教帮扶生活。”这让姚云飞在参加
懂的话，
“ 你们要多读书，把书读好，
晴隆的脱贫攻坚战中几乎可以说是
以后就能像鸟儿一样飞得高”
。

帮家长换个角度看
□俞 芬
一
傍晚放学后，李妈妈在群里@我
一条信息：
“俞老师，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小
李体训的事，他说今天下午体训时脚
和腿都很痛，还有很多作业要做。我
想跟你说一下，能不能不让他参加体
训队了？”
参加体训队是一件很辛苦的
事，耗费时间也有可能影响到学习，
李妈妈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如
果仅因为这样就放弃孩子的特长爱
好，怪可惜的。记得开学初小李的
自我介绍，说到自己体育成绩好、跑
步快时，他一脸的自豪和骄傲。如
果不坚持下去，这份自信也会随之
消失。所以，我随之在群里回了她
这样一段话：
“孩子能参加体训队，说明这方

面有潜力，老师也在培养。锻炼不仅
能提高身体素质，而且能磨炼人的耐
力和毅力。如果自主放弃，下次就没
有机会了。所以请家里商量后单独
联系我。
”
至现在，李妈妈没有联系我，更
没有提出要更改。
二
大概晚上 9 点左右，我收到王爸
爸的一则微信：
“俞老师，儿子说他报的兴趣班
不是他喜欢的，是因为别的班都满
了才报的。男孩子学什么十字绣。
他写的字太难看了，能不能换到书
法班啊？”
这个班是刚接手的，没有见过王
爸爸，从他发的内容中隐隐感觉他心
里有挺大的不满。我当时正在开车，
不方便与他微信聊，所以发了我的电
话过去，
建议通个电话。

电话里我告诉他，学十字绣是孩
子自己提出来的，
说明他也感兴趣。
然后我向王爸爸陈述了我的看
法：王同学在学校里好动，属于坐不
住的。十字绣是一门很安静、细腻的
活，如果孩子愿意去尝试，说不定是
一件好事，能让他安静下来，专注地
做一件事。学这门技艺，我们不去期
待他能绣出多好的作品，或者学到什
么刺绣的本领，目的是培养他安静做
事、细心做事的品质，这对孩子将来
的发展最重要。
王爸爸听了后又跟我说，儿子传
话要买十字绣的材料，又说不清，能
不能帮我问一下相关教师。我说，孩
子五年级了有这个能力自己去问清
楚，
你要鼓励他自己解决问题。
三
学生参加学校的兴趣拓展班，
经常会碰到家长要求换班的事。例

如上面两则案例，李妈妈心疼孩子
累，王爸爸认为男孩子学十字绣不
搭，家长们类似的各种想法班主任
都要理解。与家长沟通，我们不要
急着答应或者拒绝，从孩子长期发
展的角度把自己的看法跟家长说一
说，让家长换个角度来看事情，帮助
家长看到积极的一面，他们就会有
新的认识。
这样既可以使双方沟通比较顺
畅，也不会因自己班的学生频繁调
动影响到整个年级组的安排。当然
更重要的一点是向家长传达了培养
孩子的科学理念，在家校共育上主
动向家长伸
出了一只手。
（作者系
宁波市奉化
区江口街道
中心小学班
主任）

触动式美育

活，
聊方方面面”
。

音乐式管理

“卷入”脱贫攻坚战中的姚云飞

“我是江山所有初中校长里唯一的音
乐教师，也是江山市唯一一名初中女校
长。
”
这两年，
我常常这样介绍自己。
社会上对体育教师、音乐教师等“副
课”教师有些偏见，认为这些教师不能胜任
教育管理工作，甚至不适合当班主任。但
我认为，只要用心，
“副课”教师在这些方面
也能做得很好，
甚至更好。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于副科教师的讨
论，更是对学校美育工作的讨论。美育作
为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
力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随着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出台，
学校美育工作再次强势回到公众的视野。
美育应该怎么育，如何与新时代的教
育进行结合，相关学科教师的作用要怎样
体现……种种问题都将成为新时代学校工
作的重点。目前，我国正经历着建设新农
村、
决胜全面小康等的飞速发展，老百姓的
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
对孩子美育不重视的情况。
追求美是每一个人内心深沉的渴望，
成长中的青少年对美的需求尤其强烈。因
此，我校从教育教学活动的各种载体出发，
寻求发展适应农村学校实际情况的美育，
补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短板。

我是音乐教师，我是校长

“我是他们在晴隆的眼睛”

□叶林芳

3

创造合力，建设“美”
环境
积极创设以美为导向的校园环境。我校是一所农村老
校，校舍一直存在着老旧渗水问题。我们通过积极寻求社会
各界的支持和帮助来解决这一问题。
“音乐老师当校长，
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会不会垮掉？”
家长
们曾有这样的担心。但今年中考，我校在衢州全市的所有乡
镇中学中拿了两个“第一”：
平均分第一，
低分率倒数第一——
这个成绩，
也是学校近 10 年来最好的中考成绩。
因为学校质量的提升，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家长对我们
学校都比较关注。经过不断沟通和协调，学校教育教学环境
提升成为每个人主动参与贡献力量的事业。在过去的一年
里，我们争取到了近 450 万元的资金，对教学楼的渗水问题进
行修缮，给 96 间学生寝室进行了内部翻新并安装了空气能热
水器；为 22 间教室全部安装了空调、更换了多媒体，修缮了田
径场、
篮球场等场所的各种体育设施……
同时利用校园改造的契机，我们对校园内的文化设施进
行了新的布置。经过改造后，
校园中处处可见清漾楹联、
毛氏
名人故事等元素的宣传栏，
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每一扶
梯走廊都有展现“江郎少年”的先进事迹，让学生感受身边的
榜样之美；更是设有徽派建筑式“毛氏林”
场景，
让学生了解地
方特色之美；由师生共同绘制的展现“运动”
的墙体彩绘，
让学
生感受体育之美。
变奏曲式，实现“美”
管理
人与人之间，充分沟通后才能让彼此心灵更加靠近。初
到石门初中时，我就为自己立下规定，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
找一位教师进行交流。
提供给师生很多展示自我的平台，如利用“每周点赞台”
点赞本周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特别在今年因为疫情居家学习期
间，
每位班主任亲自为学生手写书信，
学校领导组织“邮差”
小
分队亲自将信送到每个学生的手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推
送由我自己负责的“60 秒话心理”栏目，栏目分为情绪管理
篇、
亲子关系篇、
学习篇等，
在每周的周五、
周六晚上通过文字
和音频的形式进行推送，
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好评。
创新方式，构建“美”
课堂
前不久，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透露，
全国已有部分地区启动美育中考，将力争 2022 年全面实行美
育中考。随着美育中考的来临，我们的美育课堂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
一般认知中，美育课程以艺术课程为主体，主要包括音
乐、
美术、
书法、
舞蹈、
戏剧、
戏曲、
影视等课程。但我们也不能
忽略在主科课堂中对美的培养。以语文课堂为例，对于中国
古代诗词歌赋的学习，感知其中的韵律之美、情怀之美，同样
也是提升学生审美的重要渠道之一。
江山市教育局大力推进体育、
美育课程，
全市举行了班班
广播操比赛、
班班合唱比赛、
班班器乐比赛等。结合农村初中
的实际情况，
我校组织七年级进行班班顺笛教学、
八年级进行
班班口风琴教学，九年级开展班班合唱教学。这一系列美育
课程，
为学生的成长打下了美好底蕴。
创设载体，展现“美”
特色
今年，我校组织体育、音乐教师共同编排了《你笑起来真
好看》的舞蹈作为学校的课间操，师生齐跳舞蹈，让课间操贴
近学生的生活，
更富有新鲜感、
节奏感和韵律感。每晚我们还
设立 10 分钟的“晚唱”时间，由音乐教师选编青春向上的励志
歌单，各班级根据学生的喜好从中挑选歌曲进行演唱。晚唱
活动很好地释放了学生一天的学习压力，也丰富了校园的文
化生活，
这一刻，
学生很喜欢。
学校每年定期举办“十佳歌手”比赛、主题合唱比赛等活
动。我们还在一些常规活动中增加了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
开
学典礼时，
以一场精彩纷呈的快闪活动拉开了序幕；每年的秋
季运动会开幕式，每个班级有 5 分钟左右的集体展示时间；每
节语文课之前，
会有 3 分钟的
“经典诵读”
；
每堂音乐课上会有 5
分钟的才艺展示……在活动中，
学生展示美、
感受美、
收获美。
随着对农村学校美育的不断探索和深入实践，我校收获
了喜人成绩：
今年我校学生在衢州市市级广播操比赛、
舞蹈比
赛、
器乐比赛中均获得了一等奖。
美育让美融入教育的各种场景中，
从课内到课外，
让校园
更加美丽、让质量携带绿色。美育
让教育更有色彩，
更有温度！
（作者系江山市石门初级中学
校长）

校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