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东方启动 2022“烛光行动”
将培训 4500余名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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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社会机构和企业是推
动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和经验，积极投身乡村教
育事业，是教育企业义不容辞的
责任。 ”8 月 18 日，由民盟中央和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共同主办
的 2022“烛光行动———新东方教
师社会责任行”启动仪式在北京
举行 ，多位专家 、教育从业者就
乡村教育话题展开讨论。

乡村教师
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关键

启动仪式上， 多位专家、教
育从业者就乡村教师话题展开
探讨。 "如果想要乡村的孩子好，
老师一定要好。"新东方创始人俞
敏洪表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黄晓婷认为，乡村教师在关注学
生学业之外， 还应努力营造安
全、尊重、包容、支持的学习环
境，加强情感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帮助父母、祖父母做好协同
教育的工作。

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困境和
解决方案是什么？一线乡村教育工
作者结合自身经验作了分享。

河北省魏县王营小学校长
郭丽景在 20 余年的工作中观察
到，身边的乡村教师普遍在认知
和行动上存在局限，比如认为教
师发展就是评职称或做管理，人
生理想就是找一份干活少、待遇
高的工作。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则过于关注竞争，而忽视了教育
规律和人的需求。 她认为想要培
养出身心完整的孩子，教师自身
要不断成长，确立正确的人生愿
景和职业规划。“老师的成长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希望烛光
行动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给乡
村教师长期的陪伴。 ”

在河北省广宗县第一中学
校长昝海峰看来， 师资短缺、教
师素质能力亟待提高，是当前欠
发达地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难题。
五年前，民盟中央和新东方帮助
该校建立了双师课堂，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成为该校教学质量提升
的强大助力。"把高质量的课堂引
到薄弱地区，不仅帮助学生们享
受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让教师
有了伴随名师进行观摩学习的
机会，激发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
内驱力。 双师课堂为欠发达地区
教育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
效的途径。 ”

面向乡村教师
开展教学培训

在乡村教育中，鼓励孩子爱
上学习、重拾信心，是乡村教师
面临的一大教学挑战。

新东方派驻贵州田字格小
学支教教师张晨玉发现，对很多
当地孩子来说，英语课是一门比
较新的课程。 在这种情况下，作
为英语支教教师的她觉得，应先
从培养兴趣和提升自信着手。

张晨玉谈道，在刚接手一个

只有 12 名学生的班级时， 班上
很多学生并没有自信，也没有学
习的动力，上课的过程中学生和
老师基本上也没有眼神交流。 为
了让学生们活跃起来，张晨玉摸
索着通过游戏、辩论、户外授课
等方式，让课堂活起来。

在与乡村学生接触的过程
中，张晨玉也发现，缺乏安全感，
内心比较敏感是学生普遍存在
的情况。有时碰到学生表现不好
的时候，张晨玉难免着急，但因
为担心自己情绪化的话语可能
会伤害到学生， 她不断在提醒
自己，“不行不行，他们很敏感、
脆弱。 ”

多名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乡

村教育仍面临师资薄弱、 教学质
量低、教师待遇低、缺乏资源和技
术支持等诸多问题， 而解决上述
问题需要外部支持体系的介入。

“如果想要乡村的孩子好，
一定要老师好。 ”俞敏洪也强调
了乡村教师培训的重要性。 在他
看来，网络资源能够为乡村孩子
提供新的教学方式，“但如果与
孩子接触较多的乡村教师本身
水平有限，那学生从网络教育中
所能得到的益处将比较有限，所
以培训乡村老师、提升乡村老师
教学水平，是解决乡村教育的一
个关键。 ”

基于此，从 2008 年起，民盟
中央和新东方共同组织开展了

“烛光行动———新东方教师社会
责任行”， 今年是该活动开展的
第 15 年。 15 年来，累计有 500 多
位新东方教师志愿者到全国 100
多个地区，对逾四万名乡村教师
进行了教学培训，提升乡村教师
的教学水平和质量。

受疫情影响，今年活动继续
在线上开展，64 位新东方教师志
愿者将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面
向全国 13 个地区的 4500 多名乡
村教师开展教学培训。 培训内容
不仅涵盖了学科教学，还提供了
家庭教育、美育、编程课程。 课程
根据乡村教师需求定制，旨在帮
助乡村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改善
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技能。

践行商业向善
泰康保险集团持续在公益慈善领域发力

8 月 22 日，“溢彩绽放，一路
有你” 泰康 26 周年司庆公益日
特别晨会暨集团大厦入驻一周
年活动在京举行。 泰康保险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
东升，公司在京管委会领导以及
集团、各子公司干部员工、媒体
代表等在泰康集团大厦主会场
参会，子公司分支机构、泰康客
户和居民通过远程视频及泰生
活、泰行销、泰家园三大 APP 线
上参与。

现场，纪录片《2022 泰康溢
彩这一年》以“播种”为主题，全
景展现了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
发起的全国首个“单位社区养老
联合体”项目，落地北航社区一
年来的故事。 在庞大、复杂、持久
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基金会的
步伐从发力机构， 开始放眼社
区，联合政府、高校、社区、社会
组织、养老服务方、志愿组织的
力量， 力图探索出一套成熟的、
可持续运转、可复制的居家养老
问题解决机制。

商业向善是泰康坚信的价
值观。 在“商业向善大家说”环
节，几位泰康人讲述了泰康在创
新普惠保险、 践行责任投资、助

力乡村振兴、推动公益慈善等方
面的履责亮点。

泰康保险集团管委会成员、
泰康资产副总经理陈奕伦谈道，
泰康作为最早践行绿色金融和
ESG 投资的保险机构之一，于
2021 年 6 月集团整体加入联合
国负责任投资组织， 并于 2022
年年初首次发布负责任投资政
策指引， 构建绿色金融管理架
构，将公司的投资方向与国家重
大战略相结合，配置双碳+科技、
大健康+消费“重点赛道”投资，
涉及绿色交通、清洁能源、节能
减排和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助
推可持续发展。

泰康保险集团管委会成员、
泰康健投高级副总裁·兼泰康之
家首席执行官邱建伟在“乡村振
兴的泰康模式” 主题分享中谈
道， 泰康健投在广东罗浮山、杭
州径山竹茶园、湖北京山农场等
地创新“文旅农+纪念园”模式，
通过美化环境、引进产业、吸引
人才、完善配套四大举措，从授
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描绘美好乡
村新图景，形成可看、可学、可推

广的泰康模式，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据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泰康溢彩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应惟伟介绍，基金会
成立三年多来已成为泰康商业
向善的重要平台。 旗下“溢彩千
家全国养老机构资助计划”已在
全国资助养老机构 258 家，捐赠
适老化设备 1.7 万件， 培训养老
从业者 4.2 万人次， 帮助 5.8 万
名老人幸福享老。 溢彩公益还凝
聚更多向善力量，越来越多的泰
康员工加入溢彩志愿者，各尽所
长，用行动传递正能量。

泰康保险集团 2021 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泰康
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依
托大健康生态体系及慈善力量，
多措并举促进乡村产业、 生态、
文化和人才振兴。 同时，基金会
持续在助老、公共卫生、艺术公
益、灾害救助、专业志愿服务等
领域发力。 如，2021 年 7 月，泰康
溢彩公益基金会捐资 2000 万
元，支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设
立“中国儿童发展基金”，助力乡

村振兴和欠发达地区儿童事业
发展。

为弘扬公益文化，树立优秀
榜样，泰康保险集团和泰康溢彩
公益基金会首次推出“溢彩之
星”荣誉表彰计划，根据对溢彩
公益的贡献度、示范性、影响力，
对员工公益和项目进行了表彰。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泰康九九重
阳长寿公益节，号召企业内外勤
员工和泰康居民共同参与助老
公益活动。 记者注意到，主会场
外还设置了“商业向善”展示区、
互动区和拍照区，吸引了不少参
会人员互动。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表示，每
年的 8 月 22 日不仅是泰康的生
日，也是泰康的公益日，从捐建
河南王家湾希望小学到捐赠乡
村读书角， 再到成立基金会，公
益正在深入企业员工人心。 陈东
升结合自己长久以来在楚商联
合会、武大校友会和亚布力企业
家论坛等社会组织的公益实践，
号召泰康人加入公益，践行商业
向善。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