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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在高原三尺讲台
人人争做好老师

2014 年 7 月，辽师大首届支
教团到达西藏林芝二高开展志
愿服务。

首届志愿者栗庆阳曾任校
学生会主席，有丰富的学生活动
经验。 支教期间，他根据林芝二
高的实际情况，先后在中秋节组
织开展“明月寄相思”教师联谊
会、 教师节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六一”教职工子女运动会，还结
合自身专业优势组织开展高三
学生党员心理行为训练等多项
活动，受到一致好评。

第六届志愿者杨晴铄真切
感受到了三尺讲台的意义所在。
旺旦曾在内地上过初中，再次回
到西藏一时无法适应、 态度消
极。 旺旦越是不努力，杨晴铄就
越放大他的“聪明才智”，时常给
予他肯定和鼓励。 第二次月考，
旺旦就从第 33 名进步到了第二
名。 支教结束后，杨晴铄还经常
给旺旦发学习资料，给予关心与
帮助。 旺旦也没有辜负她的信
任，考上了重点高校。

从首届的 3 人组，到第二届
至第六届的 7 人团，再到第七届
至第十届的 8 人团，辽师大研究
生支教团志愿者队伍稳步扩大。
目前，已有 9 批志愿者踏上青藏
高原。

置身雪域藏地
人人都是民族团结使者

林芝被誉为“民族团结进步
之花盛开的地方”。 研究生支教
团志愿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参与西藏自治区和团

林芝市委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当地发展
献计献策。

林芝二高的学生，95%以上
来自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家庭，父
母残疾、单亲或者孤儿的比例非
常高。 为了帮助更多贫困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实现大学梦，志愿
者们以“藏汉情”为主题，动员社
会力量，为学生们募助。

2015 年 7 月，首届志愿者积
极寻求社会公益力量为学生募
集字典 800 本，解决了藏族学生
学习汉字工具书短缺的问题；志
愿者们还先后争取到“墨脱幸福
莲花”奖学金和“明旺”奖学金等
多个资助项目，帮助学生解决生
活困难；支教团先后有 6 名成员
为心理学专业学生，他们积极参
与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举办多场
心理辅导和讲座，帮助学生减轻
压力， 找到高效合理的学习方
法；2021 年 12 月，校团委书记冯
博委托第八届志愿者向林芝二
高赠送百余本心理健康教育案
例集《让阳光洒满青春年华》，针
对学生学习、生活、情绪调适、人
际交往和升学等方面常见的心
理困扰和问题进行剖析，引导他
们健康成长。

当地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志
愿者们还利用晚自习、周末时间
为学生“开小灶”，帮助学生提高
成绩。 在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
下，学生成绩显著提升。 志愿者
们积极探索落实“五育并举”工
作模式，结合自身特长，开发了
书法、绘画、围棋、口语表达等多
门选修课，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审美情趣。 截至目前，研究生
支教团志愿者累计授课时长超
过 4 万学时，教授学生超过 5000
人。 志愿者们的付出得到了学生

们的认可，临别之时的一段段文
字感人肺腑：“与你相遇好幸运，
愿我的‘大朋友’ 这一生都平
安！ ”“您的每堂课我都大有收
获， 我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内
容，还学到了课外的有趣知识。 ”

“和您一起走过的那段时光是我
在高中最开心的时光，祝您身体
健康，扎西德勒！ ”

不止于支教
一年实践点燃一生情怀

辽师大研究生支教团一直
致力于探索志愿服务项目化、效
果持久化，让志愿者在支教中自
教，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
统一。 面对林芝二高师资力量不
足、 教学任务繁重的实际情况，
研究生志愿者主动请缨担任缺
口科目教师，积极承担班主任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第五届志愿者付馨谊曾担
任高一 10 班班主任， 当时班中
有一名留级生。 刚到新班级感到
陌生，加之自尊心很强，这名学
生多次想放弃学业。 付馨谊极力
劝阻、开导，让班干部多与他交
谈，他终于在爷爷的陪伴下回到
学校。 在付馨谊的关心和关怀
下，这名学生慢慢地提高了学习
成绩，也逐渐适应了学校的新生
活。 与付馨谊分别之际，他十分
不舍：“付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
好的班主任！ ”

支教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志
愿者们总想做得更多。 第四届志
愿者孟婷参与了 2018 年西部计
划西藏专项的全国巡讲，走进全
国 60 余所高校，宣讲支教故事。
在全国项目办和西藏自治区团
委的大力支持下，她将个人支教
经历和心路历程结集出版《绽放
在高原》。 10 余万字的书稿触动
人心，全面展现了研究生支教团
的支教生活，彰显了当代青年志
愿者不畏艰苦投身基层的勇气
和无悔的奉献精神。

第六届志愿者姜尚汝在结束
支教后没有忘记与学生们的约
定，在读研期间，通过线上方式参
加学生们的成人礼， 开展党史宣
讲，深情讲述为什么要学好党史，
怎样学好党史， 激励学生奋发图
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第八届志
愿者于臣策划组织了历时 4 个月
的特色思政教育活动“雪域高原
的一抹红色”，开设线上直播课共
计 39 个课时， 分别邀请复旦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9 所高校 39
名大学生党员通过网络向同学们
讲述爱国故事、 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了爱国热情。

党建带动团建
打造实践育人新品牌

10 年来，辽师大研究生支教
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始终坚持站位高。 学校党委
高度重视， 将研究生支教团志愿
者招募工作纳入全校整体“推免”
工作大局，同步部署、同步选拔、
同步审议。 校党委书记李雪铭亲
自为研究生支教团临时党支部授
旗， 分管副校长丛茂国参加志愿
者出征仪式并与志愿者座谈。

始终坚持工作实。 校团委作
为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
室，全面负责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沟通， 全程跟进志愿者选拔培
训、志愿服务、研究生学业各个
阶段的工作，在校级团学组织设
置相关实习岗位， 提供团队建
设、心理疏导、生活技能、安全教
育等岗前培训，提高团队整体的
综合素质。

始终坚持定位准。立足西部地
区基础教育实际，优先选拔师范专
业学生，为入选志愿者提供相关专
业课程，选配教学论专业教师作为
教学技能培训指导教师。

始终坚持举措新。 针对志愿
服务新形势， 校团委及时研判，
制定有效应对措施。 例如针对研
究生支教团志愿者面对的工作
压力、环境适应等问题，校团委
积极与心理学院专业团队联合，
开通针对服务期志愿者的心理
疏导渠道，为志愿者身心健康保
驾护航。

经过 10年打磨，辽师大研究
生支教团已经成为共青团工作融
入“三全育人”工作格局、发挥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力军作用、引
导青年树立正确择业观的有力支
撑，成为实践育人的新品牌。辽宁
师范大学西部计划项目办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获评全国西
部计划优秀项目办，2018 年获评
西部计划绩效考核优秀等次。 志
愿者孟婷荣获第二十届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另有 20 余名
志愿者先后获评各级各类志愿服
务荣誉。 支教经历给每一名志愿
者的成长都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据统计，已经毕业的 36 名志
愿者全部实现高质量就业， 其中
28 名选择了继续从事基础教育
工作。 （据《中国青年报》）

� � 在辽宁师范大学， 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在毕业之后接续
选择奔赴藏地， 在服务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火热实

践中贡献智慧与力量。 他们就是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志愿者。 十年来接力前行、接续奋斗，他们将青春这篇“论文”
写在祖国西部的大地上。

西部计划十年接力薪火相传

在雪域高原书写奉献“大文章”
辽宁师范大学志愿者和学生们在一起

志愿者孟婷将支教经历结集出版《绽放在高原》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