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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乡村教师培训：

用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
� � “谢邀，北京太热我们只想
上课。 ”来自青海省麻其小学的
一对夫妻教师在培训开营仪式
上这么说道。 就算是去多少人梦
寐以求的北京，这对夫妻心里牵
挂的也还是学生的教育。 这对教
师夫妻的丈夫姓许， 妻子姓郭，
典型的西北人耿直的性格。 他们
两人的教龄相加已近 60 载。

为了改善乡村基础教育条
件，2019 年 7 月 24 日到 8 月 3
日，由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捐
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中
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具体承办的
“广汽丰田公益基金” 第二期乡
村教师培训班在北京展开。

本次活动聚集了来自全国
18 个省市的 50 名教师。 这对夫
妻就在其中。

坚守的乡村教师

许老师最早参加工作是在一
所少数民族学校， 由于当地基础
教育薄弱， 班上学生数学成绩不
到 10分的有十几个。“有的老师
学生害怕，但学生不怕我，因为我
把他们当朋友。 当时班里有一个
学生，爸爸在林场当工人，想把孩
子转到县上去读，学生说，如果要
去那个学校读书， 就把许老师也
带过去吧。 ”说到这里，许老师笑
了，笑容里满是感动。

“后来我带着他们从三年级
到升学。 升初中的时候，班里的
数学成绩在当地是第一！ ”许老
师骄傲地说。 那一年许老师所带
的 13 名学生中，12 名考上了县
上的民族中学，学费全免。

当地没有充足的教学资
源。 学校 6 个班，180 多个学生，
却只有 12 个老师。 有时教语文
的老师少了，就把数学老师调过
去。 夫妻二人从没放弃过，教学
上的，生活上的，无论遇到什么
难题都一起面对解决，三十年如
一日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

“学生的问题，跟书上教的不
一样。 ”说出这句困惑的孟老师今
年才刚满 24 岁，在云南省祖库小
学教三四年级的英语课， 是这次
培训中最年轻的一位乡村教师。

“我 2016 年刚毕业就参加教
师考试，已经教书 3 年了。 ”孟老
师一板一眼地讲述着自己的教书
史， 颇有几分小先生的严肃：“我

本就是农民的孩子， 小时候父母
没办法帮助我的学习， 是老师让
我考上大学， 我也想通过我的努
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

“小先生”有自己对于教师
这个职业的解读，他认为：学生
就像是在路上行走的人，而老师
就是一个陪伴者，在他人生道路
上陪着走一段时间，在他误入歧
途时，及时地拉他回来，给他鼓
励，陪着他走完这一程。

在开营仪式上，像许老师和
孟老师一样的教师代表，分享了
乡村学校感人的事迹，并表示将
珍惜此次培训机会，力求把听到
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带回学校，
传授新知识、新观点，培养学生
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
人。 教师代表们说的最多的就
是：家乡的老师和学校培育了他
们，他们也想反哺家乡。

收获满满的培训

近年来， 我国教育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教育现代化步伐加速，
实现了教育“广覆盖”。 但整体教
育仍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教
育领域存在着城乡教育发展不平
衡、普职教育发展不协调、人才培
养结构不优化等矛盾。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广汽丰田公益
基金”乡村教师培训班旨在从知
识、意识、态度、技能等多方面提
升教师们的教学技能，从而带动
乡村校园的素质教育发展。 同时

让教师们将培训收获融入今后
的教学活动中，指导学生开展特
色活动， 培养学生交通安全、生
态环保等方面的价值观、行为和
生活方式，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
展，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广汽丰田希望通过乡村教
师培训项目，从硬件、软件全面
提升乡村小学教学条件，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让孩子得到
全面发展。

相比去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和课堂实践”、“环境教育与
教学实践”、“乡土文化与教育”、

“性别教育”、“学校、家庭与村庄的
合作”、“项目实践活动” 等主题培
训，今年还特意新增了“信息化教
学”主题培训，注重培养教师现代
化教学技能，提高教学水平，全方
位助力农村教育水平提升。

同时， 此次的乡村教师培训
班除了安排素质教育、 交流考察
等内容， 还带领参训教师参观故
宫、长城等标志性建筑，以增强参
训乡村教师对首都北京的感性认
识，开阔参训乡村教师视野。

这次的培训活动，让众多的
乡村老师们“大开眼界”。 来自江
西省碧洲中心小学的黄艳红老
师表示，这些培训的老师给了她
教学的新理念。“比如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 ”黄艳红说。

来自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布依
鲁克学校美丽的王玉红老师，对
于这次全程都是参与式的培训活
动印象深刻：由 50 个老师组成的
不同小组，小组之间，也能够彼此
进行思想的交流。她觉得，这种参

与式的学习方式， 可以让孩子们
主动发现学习的快乐。

另外， 培训老师对于乡村老
师的人文关怀， 也让王玉红非常
感慨。她认为，这是一种平等的尊
重的方式， 给学习的人创造出轻
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对环境的
关注也是我回去要交给学生们的
一点。 ”王玉红最后强调说。

培训结束后，参训的教师表
示学习到了许多乡村教育所缺
失的知识。 通过此次学习，返校
后会将更新的、更好的、更适合
学校发展的内容渗透到实践教
育中去，将向学生和家长传递利
用乡村资源优势促进地方发展
的理念， 致力传承本土文化，减
少留守儿童数量，促进乡村教育
可持续发展。

94 名乡村教师受益

自 2007 年开始，广汽丰田在
21 个省，累计捐建了 27 所小学，
目的在于改善乡村学生的教学
环境， 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2018 年，针对乡村教师软实力不
足的问题，广汽丰田联合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
与发展促进会开展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广汽丰田公益基金”乡
村教师培训班项目，将广汽丰田
公益·教育行动项目从单一的硬
件支持转变升级为硬件软件完
整支持体系，让乡村的孩子获得
更高质量的教育。

广汽丰田相关负责人表示：
“广汽丰田公益·教育行动中的

小学项目是为乡村基础教育提
供支持，项目从以往单一的校舍
捐建转变为完整的支持体系，其
中教师培训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一环。 ”

通过教师培训项目，广汽丰
田希望参加培训的乡村老师们
能够明白德国的教育家卡尔说
所说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 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用更多
的耐心和爱心，去守护如天使一
般的孩子。

自 2018 年起，广汽丰田公益
基金乡村教师培训班已经连续
开展两年， 累计参与 94 名乡村
教师，提高了乡村教师的师资水
平， 全方位改善小学的教学条
件，助力乡村教育水平提升。“其
实，生活就是教育，大自然也是
教育。“来自湖北省黄冈市金铺
中心小学的乐小伍，说起这次培
训的感悟时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广汽丰
田以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为己任，
秉承着“用心关注每一个人”的公
益理念，不忘初心，持续改善乡村
小学的教学条件， 让孩子们开拓
视野，用知识改变自己的未来，将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融入广汽
丰田·教育行动中，不断对小学项
目进行完善丰富， 构建成一套覆
盖硬件软件共同改善的完整支持
体系， 推动乡村小学素质教育的
普及和发展， 全方位深化可持续
发展教育培训模式的革新， 培育
祖国未来的希望， 为实现中国梦
保驾护航。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