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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有数十万教师坚守农村，他们生活艰苦，文化生活单调，信息交流渠道缺乏，他们比常人

承受着更大的身心压力，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资兴市教育局实施心灵建设工程的经验，或可借鉴。

本报记者 杨元崇 刘斌群 实习记者 谭笔耕 通讯员 何雪飞

陈仕平用“访、培、扶、建、评” 五个动词

概括资兴市的教师心灵建设工程。所谓“访”，

就是局领导班子成员、 各股室联系学校的干

部要定期深入学校和教职工家开展走访谈心

活动，并做到“六必访”：即教师有病必访，教

师调动必访，教师遇灾害必访，教师遇丧失亲

人必访，教师思想情绪波动必访，教师有过失

必访。两年来，教育局主要领导深入各级各类

学校与教师交心谈话达 2000 多人次，组织召

开各类教师座谈会 60多场次，帮助教师解决

实际困难达 300多人次。

“培”就是培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队伍。

按照一校一导师的要求培训专业心理辅导教

师。资兴谋划用三年时间，从教师培训经费中

列支，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教师到郴州、长沙

等地参加心理咨询资格培训和考试， 保证农

村学校， 特别是农村偏远学校每校培养一名

心理咨询师。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100多名中

小学校心理辅导员， 其中 5名考取了国家认

定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扶”就是把帮扶困难教师作为实施心灵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市教育局压缩行政开

支拿出 20万元作为互助互济协会铺底资金，

另外通过社会力量募集帮扶资金 6 万多元。

今年春节期间， 集中走访慰问困难教师 200

多人，在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

“建”就是利用农村合格学校建设项目等

机会， 在全市每所农村乡镇学校都规划建设

了一间功能较为齐全的文体活动室， 以此为

载体组建学校文体活动中心， 丰富老师们的

业余生活。同时，教育局还根据农村教师不同

的兴趣爱好， 以教学片为单位组建一些兴趣

爱好者活动社团， 对社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

持，定期安排活动。“建”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语

言库的收集， 全市范围内开展的教师心灵建

设调研论文评比和征集教师心灵建设公益语

活动， 并及时对优秀论文和优秀公益语进行

了奖励。

资兴一完小优秀语文骨干教师张华英老

师说：“教师心灵工程建设仿佛是一个减压

阀，使我们彼此之间敞开心扉，通过相互疏导

调试心理、排遣困惑、减轻压力，悄然的，烦恼

少了。 你会不由然迸发出工作的热情！ ”

“评”就是教育局每年对各校心灵建设工

作进行一次考核评比。 没有建立教师心灵建

设相关组织机构的学校不能评优， 校长不能

评先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资兴

市各学校已将此当作重要的治校方略。“心灵

建设”在学校目标管理的总分占 4分。“评”的

标准就是活动有计划、有落实、有总结，特色

亮点工作有汇报，动态工作信息、活动的全部

资料要归档备查。“心灵建设”工作与学校学

年目标管理检查同步进行， 重点检查校长与

教职工谈话原始记录、 学校心理咨询情况登

记、教职工文体活动原始记载。

“两年来，资兴的教师心灵建设已形成

一个较完整的运作系统， 为老师们营造了

和谐温馨的职业氛围， 老师们的集体精神

面貌有了可喜变化。 ”资兴市教育局长陈仕

平说：“我们继续推行心灵建设， 其目的只

有一个，使我们的教师内心世界更健康，更

有活力！ ”

年复一年平凡单调的教学生活， 老师们

不仅要承受教育教学的压力， 很多时候还要

承受家庭、社会环境及人际交往之间的压力，

要设法给老师们一碗心灵鸡汤， 调和他们的

心气。 各学校开始行动：

资兴市州门司中学、资兴市一完小、二完

小等试点学校的匠心独运———

州门司中学兴建于 2005 年，是一所农村

寄宿制学校，经过一年的教师心灵建设，教师

们的脸灿烂了，上访的没有了。

细心为教师准备生日礼物， 提升教师幸

福感，是州门司中学校长黄宏辉的举措之一。

6月 30 日，记者正在该校采访时，扶建新老师

就收到了黄校长给他的这份生日礼物。 他心

里乐滋滋地说：“这个生日过得有点惊讶、感

动和难忘。 ”

扶建新说，自己从教 20 多年，辗转过好

几所学校， 但校长能用心记住每一个老师生

日的还真是第一次碰到。 使扶建新更为感动

的还有这一年来， 学校取消了晚自习要坐班

的老习惯，让教师有自由的空间。 校长还大力

推行下午健身制， 凡下午无课的教师，3 点起

都要出来锻炼或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或

唱歌、跳舞、下棋。 学校会对老师们的每次锻

炼情况进行考勤， 同时每个月予以适当物质

奖励，教师既健了身，又在一起加强了沟通了

解。

学校英语组有一位姓曹的大龄未婚女教

师，以前比较孤僻。 自从她参加了学校的集体

健身活动以后，人变得自信了、活泼了、开朗

了。 班里的学生评价她，曹老师现在上课的积

极性很高，课前都会精心准备一些道具，使同

学学习英语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黄校长的另一措施是巧设见面会， 拉近

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心灵距离。 州门司中学

教师谢丽萍至今还记得 2010 年秋季开学前，

黄宏辉由原黄草中学调任州门司中学校长后

主持的第一次教职工见面会。“真是太精彩

了，”从教 10 多年的谢丽萍，第一次在会上鼓

过 10多次掌声。

黄宏辉为了开好第一次见面会，确实动了

点脑筋，他和副校长、工会主席，四人分别站成

两排，让每一位教师从中间走过。 他们边微笑

问候，边递口香糖给每个老师。 会上黄宏辉不

仅诚恳向老师们征求意见，还发给每位老师一

份意见表，“你觉得州门司中学最令你不满意

的地方有哪些？ 你觉得州门司中学今后发展

怎样？你最想对校长说什么？”老师们在这份意

见表上，有了对学校、校长的一个倾诉平台。

创设交心渠道，抚慰无助心灵，是“心灵建

设工程”的主旨。 资兴市二完小校长袁清改的

交心渠道相对比较时尚———建 QQ 群和开辟

“老袁有约”聊天室。

其实，“老袁有约”聊天室不过就是袁校长

的办公室， 是他常常与教师们心灵之约的地

方。

记者随手打开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教师心

灵建设工作访谈情况记录本”，厚厚的一本记

得密密麻麻，没有一页空白。 每页的谈话记录

都注明了“谈话原因”、“谈话内容摘录”、“反馈

情况追踪”。 字迹工整，内容详细，就连每个约

谈对象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如何，都记载

得一清二楚。

资兴市一完小的高招则是搞健美、 练瑜

珈。 该校教务处主任王黎香告诉记者，自实施

心灵建设工程后，学校就开设了瑜珈和健美操

班。两样她都报了名。她说：“在跳健美操的教

程中，所有烦恼的不快都随着节奏与汗水宣泄

出去，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瑜珈更是一种

身心合一的运动方式，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获

得了心灵的宁静。 另外，同事们在一起切磋交

流，融洽了关系。 ”

拉近教师心灵的距离

五字诀助推心灵建设敢为人先的心灵建设

资兴市 65 所中小学校有 100 多名心理

辅导员，其中 5 名取得了国家认定的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这 65 所学校都建有心灵交

流室、休闲阅览室、室内乒乓球活动室、舞蹈

健身室。

这些简单的数据，及功能齐全的活动室

背后，凝聚着资兴教育人尝试“教师心灵建

设工程”的酸甜苦辣。

2009 年 4 月至 5 月下旬，教育局长陈仕

平和工会小组成员翻山涉水，踏遍了汤市乡

中心完小、烟坪乡中心完小、清江学校等七

所山区和库区学校。

调查过程中， 受访的教师大多数认为，

工作繁重、学生管理难度大、学生的升学竞

争激烈、家长对教师的期望值高、教师没有

文娱活动、业余生活极度贫乏。 从他们的自

我精神状态评价中可以看出，有半数教师有

轻度的心理障碍， 主要表现有情绪焦虑，夜

里失眠和白天精神不振等。

陈仕平把调查分析报告看了一遍又一

遍。 他知道，教师们最迫切的现实难题是心

理负担过重。 实施教师心灵建设工程———这

是他最后下定的决心。

市教育局党组也就此形成了共识：搞教

师心灵建设，帮助教师解困、减压、释惑、消

怨、排忧、强身、健心、正德。 通过创设体验、

情感交流、心理帮助等方式，促进教师心灵

健康成长。

让心灵充满阳光

教师参与心理辅导体验活动。

心灵建设课外两人三足比赛

心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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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教师心灵建设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