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弄清楚“为什么”的问题
隆回县是湖南省的人口大县，全县人

口达到 130万人，也是湖南省贫困人口最
多的县之一。隆回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龙
正喜介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到
16万多人， 其中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占
比超过三分之二。 ”

留守孩子因亲情缺失， 监管不到位，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是摆在隆回教育人
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很多留守孩子连作业都没有人检查
辅导， 更别说素质教育的家庭拓展课堂
了。因为亲情缺失，心理失衡、行为失控等
情况突出。 较多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没
有远大的志向，学生打架、上网等现象比
较突出。”对于留守孩子的教育状况，隆回
县一名教师表示，“这种状况对于青少年
的成长极为不利。 ”

家长在外务工，孩子的教育问题交给
了学校。 龙正喜说，“我们开始思索，要寻
找一个突破口，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随后，传统文化进校园，在隆回县拉
开了帷幕。

部署好“如何办”的问题
“用中华传统文化为学校立魂，为学

生正心。”隆回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抓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促进学校内
涵发展。

如何部署？
隆回县委县政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校园作为教育改革和立德树人的一
项重要任务，从顶层设计、党委主导，到对
接本土、培训师资，实现以点带面、融入课
堂，从校园、师生到家长、社会全面开花。

隆回县教师进修学校将中华传统文
化培训纳入“十三五”教师培训规划，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让教师苦练“内功”，为
传统文化进校园提供有力支撑。

9 月 26 日， 记者走进隆回县思源实
验学校。

操场上， 上千学生手执国学教材，齐
诵《少年中国说》跑步入场，学生们沉浸在
国学的魅力中，声音齐整洪亮，展现着新
时代青少年的精气神。

教室里，国学、书法楹联、古筝、国画、
剪纸、茶艺、武术等传统文化课堂正热火
朝天地开展，花瑶挑花、滩头年画等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进社团课堂。
该校校长丁加健向记者介绍，学校已

组建 136 个社团，采取走班制模式，所有
师生都沐浴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每天 15分钟的
翰墨飘香时间，一撇一捺，横平竖直。不仅
教会师生热爱四四方方的汉字，也教会他
们堂堂正正做人。经典诵读、文明礼仪、亲
子共读等国学课堂已纳入该校课表形成
常规课。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中心学校无论是
领导班子会，还是全体教师工作会，每次
会前，先读经典再开会已成常态。 从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校、示范校扩散到每个教学
点，传统文化的因子在不断蔓延、壮大。

目前，隆回已经形成南以山界回族乡
中心学校、中以六都寨镇中心学校、北以
羊古坳中心学校为分界线的“南—中—北
主线”，以及县城万和学校、思源学校、九
龙城乡结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校园
活动试点基地双架构。各试点学校和幼儿
园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面融入思想道德
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

实践教育的各环节。
解决好“怎么样”的问题

羊古坳镇中团完小教师肖春华性格
腼腆害羞，第一次参加读书沙龙就在自我
介绍环节卡了壳。 之后她每天读经典，成
了学校的国学明星。该校九年级学生小张
的妈妈喜欢打牌，不愿照顾瘫痪在家的婆
婆，夫妻为此闹矛盾。肖春华知道后，在上
国学课时请张妈妈来校进行亲子共读，还
特意主讲孝道，感染张妈妈。之后，张妈妈
像变了一个人，抽身牌桌，主动到校听国
学课，对婆婆也孝顺了。

据悉， 隆回县实施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开展以来，校园有了新的生机，教师幸福
感更强了，学生也有了远大的理想抱负……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曾多次到隆
回县，他表示，传统文化进校园呈现“隆回
现象”，形成了从政府到部门、从教育局到
学校、从领导到师生的纵横上下学习局面。

长沙市园丁公益国学讲习所理事长
黄培莹评价，“隆回县传统文化进校园真
正做到了以教育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
庭，提升全民素养，建设和谐社会为终极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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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进校园之“隆回样本”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周国华

隆回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拥有花瑶挑花、滩头年画、呜哇山歌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隆回县教育系统坚持“用中华传统文化为学校立魂，为学生正心”的核心理念，以传统

文化教育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传统文化的光芒照进每一所学校，在每个学生心中生长、传承。
看传统文化进校园之“隆回样本”———

以整肃“稳定军心”
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得建设一

支师德师风过硬的教师队伍， 为新教师
的加入“稳定军心”。 为深入推进师德师
风建设， 着力抓好全县教师队伍专项整
治，2019 年 5 月 10 日， 一场绥宁县教育
系统近 10 年规模最大、覆盖老师最多的
师德师风建设推进会如期召开。

大会上，校长代表和教师代表分别作
了表态发言， 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
性，端正教育教学思想，争做“行高为师，
德高为范”的新时代好教师，努力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 同时，各单位负责人还向县
教育局党委递交了《2019 年绥宁县教育
系统师德师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

响了雷， 就要下雨。 县教育局对违
反师德师风要求的教师， 坚决惩处，绝
不手软。 今年上期就处分教师 8 人，其
中对县城一学校两位在职教师违规补
课，严重违背减负要求，顶风作案，给予
这两位教师行政处分并清退违规所得，
以示惩戒。

“我们绥宁教育‘被动挨打’久了，
很多教师也日渐麻木，作为教育主管部
门如果再不主动出击，真的无颜再见江

东父老。 ”绥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罗青松说。

用纳贤招回赤子
近年来,绥宁县通过各种途径面向社

会“求贤若渴”。 从 2017 年至今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教师人数共计 252 人。 同时也
加大了特岗教师的招聘和公费师范生的
培养力度， 每年招聘特岗教师人数都在
40 人以上，选派培养公费师范生都在 30
人以上。

去年，绥宁县还另辟蹊径前往新疆、
广东及省内县外等地选调了 31 名优秀
在编在岗教师回到绥宁教育系统工作。

罗分良、肖旭爱，王益如、孔令华两
对教师夫妇， 就是通过此次选调从新疆
回到绥宁的， 如今四人都在绥宁县思源
实验学校教书。 当初带着报效祖国的初
心远赴新疆，重返故乡，他们捧着一颗赤
子之心。

“家乡正在引进人才，父母年龄也大
了，你们愿意回来吗？ ”去年，很多在绥宁
的亲戚都给罗分良打去电话，但已 40 出
头的他和妻子都十分犹豫，“离开老家这
么久， 担心两个孩子去新的环境学习生
活不太适应。 ”

王益如和孔令华夫妇也
有自己的顾虑，“新疆当地的教育
局领导跟我说， 你在这儿当了 20 年老
师，也当上校长了，回去就得从头开始，
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走，舍不得；不走，
亲情的呼唤、 为家乡做贡献的感召总会
涌上心头。

最终， 支援家乡教育的赤诚让四人
一同回到绥宁。 凭着多年来的一线教学
经验，他们很快地融入到了新环境中，成
为思源实验学校教师队伍中起传、帮、带
作用的中坚力量。

从培训驶上高速
依托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和成熟的办学
经验， 绥宁县教育局与湖南师范大学合
作实施绥宁县高中教师培训班三年计
划。 在整个绥宁教育系统看来，此次合作
计划，真正让绥宁教育驶上了“脱贫”高
速路。

今年是三年计划开启的元年。 行政
及部门管理人员培训班、 理科教师培训
班于暑假在湖南师范大学顺利开班，共
有 145 名骨干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通过
考核筛选参加了此次培训。

“师大环境与资源科学学院高度重
视，生活学习安排细致入微，课程设计清
晰明朗，班级管理富有创造，专家团队学
富五车……” 这是绥宁县一中副校长周
本流参加完培训后的感想。 7 天时间，他
收获了面对新高考的勇气和学校管理的
新思维。

与此同时，绥宁县作为第五批“国培
计划”项目县正式获湖南省教育厅批准，
标志着 2019 年绥宁县“国培计划”项目
县教师培训工作正式启动。

“‘国培计划’项目的启动，对绥宁教
师队伍中处于‘兜底’位置的乡镇老教师
们，可能意义更大。 他们在年轻时没有这
样的机会外出培训学习， 在结束教师生
涯之前有机会去教育先进地区学校跟岗
研修，研课磨课，无异于一剂‘强心针’，
让他们的教学生涯重焕生机。 ”教育局政
工股副股长于定源说。

让“骨干”站得更稳更坚挺，也让“兜
底”的后来居上力保全局，在县委县政府
甘当“护航人”，做绥宁教育坚强后盾的
大路上，前方将更加平整开阔。

隆回县思源学校千人诵读

绥宁：筑好教育“巢” 当好“护航人”
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唐日新 朱雪玉

“我后来才知道，王益如和孔令华两位老师如果推迟一个学期回到绥宁，就能顺利获得高级教师的职称评定，
但他们再三权衡，毅然决定准时回家乡任教，这个牺牲是很大的。”绥宁县思源实验学校校长杨通来有些惋惜地说。

近年来，绥宁县采取“整”、“招”、“培”等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通过县
委县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像王益如、孔令华这样的优秀教师纷纷“回流”。 以往“开学了却招不到老师”“特岗教
师在村小待不住”“好苗子在外地考上大学”等情况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完成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