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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novation

探索“整合城市退休资源促进农村发展”

一群退休老教师们的“造血式”支教
■ 本报记者 闫冰

� � 牛存强今年 64 岁了，从
1969 年开始教书， 整整 40 年都
和学生们在一起，2009 年他从工
作岗位上正式退休，“那年 9 月
份，学校开了欢送会之后，我一
个冬天都坐在家里，偶尔上网看
看电视，心里一直很失落。 ”这种
失落，是所有从工作岗位上退下
来的老人们都会有的心理过程，
但是不想赋闲在家的老牛，当起
了志愿者， 退休后又忙活了起
来。

6 月 18 日，在“第二届友成
常青义教研讨暨推广会” 上，牛
存强被评为内蒙古地区优秀志
愿者，一大批和他一样的退休老
教师们在一起交流分享做志愿
者的心得。

退休了不闲着

2010 年 1 月，由国务院扶贫
办主管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
会， 设立了友成南宁志愿者驿
站，开始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
县甲篆乡甲篆初级中学试点，实
施“常青义教”计划，组织优秀的
退休教师去山区校支教。“常青
义教是一种造血而非输血的支
教模式，与其他支教项目不同的
是，退休教师不是传统支教模式
的顶岗上课，而是作为志愿者把
他们的经验能力传授给乡村老
师， 帮助学校提升管理水平、教
师的教学能力、校园文化和学生
行为规范等软实力。 ”友成扶贫
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说。

56 岁的兰天华从退休那天
起就留在了她一直工作的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只
是她不再是原来的副校长身份，
而是常青义教团的志愿者。“当
时我们低年级组的老师基本都
是年轻教师， 没有什么工作经
验，我就专门带起了她们。 ”兰天
华说，帮助老师备课、随堂听课
点评、帮请假老师代课，除了角
色转换，日常工作和从前没有区
别。

考虑到退休老教师的身体
状况，义教团要求志愿者每周到
学校两至三天即可，但是大部分
老师都是每天按时按点上班，
“老伴说我退了跟没退一个样
子，连早饭都没时间做。 ”兰天华
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自 2011 年常青义教团在呼
市和林格尔县试点开始，目前已
经扩展到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
等三个旗县的 12 所学校， 志愿
者中最大的已经 72 岁了， 他们
这种热情并不是因为补助高。
“每个老师每个月 400 元的补
助，说句心里话，每个退休的老
师要是去外面补课或者当家教，
每个月都是几千元，但是老师们
并不想。 ”牛存强说。他说他们教
了一辈子书，已经对学生和教育
事业割舍不下，这也就是他们的
动力，“没有多高尚，只是还想做
点事儿”。

目前，常青义教已发展到广
西、内蒙古、云南等 7 个省 16 个
县，共招募志愿者 2118 人，定点
在 33 所乡镇学校开展义教活
动， 共提供志愿服务 10.5 小时，
受益教师 12273 人次。

“城里那套我们学不来”

呼市常青义教团通过当地
教育部门的帮助，在每个县选派
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优秀教师，

“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你作为退休
老师去了， 人家学校欢不欢迎
啊， 所以必须是很有名气的，有
校长，有特级教师。 ”牛存强说。

事实上， 老教师们重回学
校也并非一帆风顺， 每个学校
都已经有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教
学体系和管理风格， 并不是所
有学校都能接受志愿者介入日
常教学。

到学校之后，义教团的老师
们不能“贸然行动”， 而是先观
察， 在一个月之内从学校管理、
教学备课、校园文化、素质拓展
等多方面进行详尽的调研，然后
根据自身所长选择工作重点。 研
讨会上，退休教师们最常说的就
是“帮忙不添乱，协作不取代”，
倒是很符合义教团的行动原则。

除了输送志愿者到学校之
外， 各地常青义教行动都会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延伸出其他项
目， 呼市就在教育部门和市社
会扶贫工作促进会的共同努力
下，开展起“一对一”的帮扶，即
一个农村学校和一个城市学校
结对子。

和林格尔县公喇嘛小学是
一所农村寄宿制中心小学，近两
年盖起了新校舍，随着“两免一
补”的推行，学生上学也不会给
家里添负担，但就是这样，生源

依然在流失，还是有大量的学生
选择离家很远的城市小学就读。

公喇嘛小学校长刚听说要
和市重点校北垣街小学“结对
子”时候真有点接受不了，他跟
牛存强直说，“城里那套咱们学
不来，不费那工夫”。

被拉着到城里学校看了一
圈后，校长张兰斌“这下子坐不
住了”，要开始行动，要多去外面
看看。 于是，学校里的学生从不
穿校服开始穿统一校服，每个班
级每周开起了主题班队会，老师
们集体备课、 学习用多媒体教
学， 分批次派老师去城里学习
……学校不再是仅有一个空洞
的漂亮教学楼，整个风气风貌都
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流失在外的学生们陆续回
来了。“第一年回来 96 名，后来
又回来 30 多名， 现在咱们学校
盖得很漂亮， 教学质量上去了，
学生精神面貌好了， 就都回来
了。 ”张兰斌欣喜地说。

“农村学校留不住好老师，
也就留不住学生，可是学生都去
城里念书，就会造成家庭的两地
分居，也会产生社会问题。 ”牛存
强跟社促会的老干部们下农村
做过很多调研，他觉得常青义教
的模式虽然不能根本上缓解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至
少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地的
状况，“提升学校、 老师的素质，
通过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升整体
的精神面貌是关键，也是这些老
师们主要的方向。 ”

整合资源 造血式支教

“当地的农村老师素质无法

提高，还因为他们走不出这片地
方，所以我们就想让他们都出去
开开眼界，不只是城里的对口学
校，还要去其他城市，同时再把
外面的资源引进来。 ”牛存强说。
但是友成扶贫基金会的常青义
教项目经费中，并没有这方面的
预算，怎么办？

在呼市社促会的老干部们
共同争取下，呼市政府把这部分
开销揽了过来，去年给每个学校
每学期 5000 元的交流经费，共
计 50 万，并从今年开始，承诺未
来三年每年 100 万元的经费补
助给常青义教团，用于各个学校
的交流学习。

呼市社促会的构成基本上
也是从各个岗位退休的老干
部，他们退休后不想赋闲在家，
开始从事公益事业。“其实不论
是政府、教育部门还是各方面，
能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能拨
款， 还真亏了这么多退休老干
部发挥的能量。 ” 牛存强如是
说。 这的确有点“老将出马一个
顶俩”的意味。

最近，老牛和呼市社促会的
老干部们刚刚忙活完一件事儿，
通过一家图书供应商，调动了 38
家书店，给和林第五小学捐了价
值 9 万元的课外图书，这事儿又
让当地人对这群退休老人刮目
相看。

“常青义教”的模式，也是对
“整合城市退休资源促进农村发
展的新模式”的探索。 友成企业
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国
务院参事汤敏认为，随着中国老
龄化趋势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
教师退休， 因此，“志愿者不会
少，少的是操作平台”。“有了常
青义教的成功先例， 我们也在
想，除了退休教师，退休的医务
工作者、技术人员、老干部们，是
不是都可以整合起来，通过我们
公益组织搭建的平台，作为志愿
者来做公益、发挥余热，其实他
们能发挥的力量也许会超过大
家的想象。 ”汤敏对《公益时报》
记者说。

2012 年 10 月， 常青义教成
功入选中央电视台“梦想合唱
团”节目，在明星队长任贤齐的
带领下，这群有公益梦想的呼和
浩特老教师们获得了第三名。 任
贤齐在众多公益项目中选中了
常青义教，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
位小学教师。“我爸爸在刚退休
的时候，还总是要带着公文包去
学校， 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
老，还可以继续教书。 常青义教
这个项目刚好可以满足我父亲
的愿望，还可以让他继续发挥能
量。 等我带领着呼和浩特合唱团
赢取到梦想基金的时候，一定要
带我的父亲一起来看看。 ”任贤
齐对媒体说。

“莫道桑榆晚， 晚霞尚满
天”， 这句诗被义教团的老师们
用来描述他们这群老志愿者们
的“后退休生活”。

� � 呼市土左旗八一爱民学校的学生们正在做课间操，他们步伐整齐口号响亮，学校老师说这是他们在
常青义教团的支持下去沈阳学习回来后的改变

� � 入选梦想合唱团，让常青义教团的老教师们大受鼓舞，任贤齐
的到访，也让和林县的小朋友们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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