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教师”激活乡村教育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自从有了首席教师工作室，学校的教科研氛围渐渐浓了起
来，在一次次探讨学习中，我提升了教学本领，专业成长也有了明
确方向，越干越有劲了。 ”说起乡村教育的变化，定远县炉桥中学
教师刘静雅一脸激动。

与大多数乡村中小学一样，炉桥中学也曾面临教师发展路径
单一、教师队伍老化、年轻优秀教师不愿来、中年教师普遍有职业
倦怠感等诸多发展困境。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推进乡村教育振兴？ 2019 年 3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中西部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
安徽、河南、陕西、甘肃 4 省实施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
为中西部乡村地区造就一批基础教育领军人才。 当年 8 月起，我
省在阜阳、亳州、宿州、六安、安庆 5 市和怀远、寿县、石台、定远 4
县开展首席教师试点工作，并作为人才智力支持大别山等革命老
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措施，统筹推进实施。

刘静雅所说的首席教师工作室， 就是 2019 年 8 月由定远县
教体局挂牌的安徽省首批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工作室之一，其主
持人是定远县炉桥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韦凤娣。

借助首席教师工作室的杠杆作用， 韦凤娣带领团队大胆探
索，一方面制定工作室成员培养方案，开展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
同时加强培训，重点培养青年教师，进一步拓宽乡村教师的成长
途径；另一方面，积极发挥首席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当地乡村
教师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乡村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均衡
发展。

“工作室既有理论学习、专题讲座，又有名师示范课、学员研
讨课；既有课堂改革、模式创新，又有课题研究、校本课程研发。名
师工作室引领我们前行，在更大程度上激发自身潜力。”工作室成
员王月红深有感触地说，加入工作室以后，她各方面能力显著提
高，课堂更有活力，学生成绩明显提升。

让乡村教师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首席教师工作室
将一批乡村教师凝聚起来， 构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学习共同
体，大家比学赶超、争先进位，去年在县市各级各类教学类比赛
中，工作室共获奖 22 人次，所有成员均有获奖。 由韦凤娣主持申
报的省级课题一项、市级课题一项成功立项，且在国家级、省级中
文核心等各类 CN 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8 篇，带动不少乡村学校
开始积极申报课题，论文撰写发表的数量也明显增多。 工作室还
积极承担校本课程研发、讲授和指导工作。“以前这是乡村教师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的校本课程在校内推广并取得一定的
效果。 ”韦凤娣说。

在定远县， 像这样的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工作室共有 40 个。
为充分发挥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该县印
发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在工作室成员选拔、
工作室建设、规划制定、活动开展、实践研究、成果展示等环节对口
指导，高标准、严要求打造能“钻进去、沉下来、推得出”的首席教师
专家队伍。 县财政每年拨付 20 万元保障资金，所在学校再给每个
工作室 3000 元，确保每个工作室每年活动经费不少于 8000 元。

2 年来，定远县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及成员在
国家级、省、市、县级获奖的论文 154 篇；在国家级、省级和核心期
刊发表的论文作品 36 篇；在省、市、县级获奖的课件达 125 个、优
质课 57 个；在省、市、县级获奖的教学设计、说课等活动 21 个；获
得市县级表彰或荣誉称号的 73 人。

“德治”与“法治” 内外兼修善治乡村

“大伙选我当‘好媳妇’，感谢乡亲们
对我的认可和鼓励，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照顾好公婆和孩子， 带领全家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亳州谯城区古城镇闫
庄自然村村民冯利群激动地说。前不久，
她和其他“好媳妇好婆婆”先后登上颁奖
台，手捧荣誉证书，分享尊老爱亲、和睦
乡邻的好故事。 闫庄村通过开展各具特
色、 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以家风促民风，引领文明风尚，助
力乡村振兴， 营造出人人向善、 家家文
明、户户整洁的浓厚氛围。

绩溪县在实施乡村振兴 “五百工

程—百村善治”工作中，将“崇尚德治”作
为加强农村社会风气治理的道德规范准
则，定期开展“绩溪好人”“乡村好人”“创
建之星”“新时代好少年” 等多种形式的
评选活动，激发农村群众德治活力，提升
群众自觉修养，净化乡村社会风气。

“我们不仅注重以德治为引领，还注
重强化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 推动移风
易俗相关工作立法， 确保治理陈规陋习
有法可依。 ”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乡
村具有熟人社会的明显特征， 必须坚持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打造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善治乡村。

界首市出台党员干部移风易俗若干
规定，为党员干部划出“警戒线”、亮出“警
示牌”、系好“安全带”。基层党员干部有了
“尚方宝剑”，可以理直气壮摆脱不良习俗
的束缚，从不必要的人情往来和应酬中解
脱出来，把更多精力用于服务群众。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各地各部门整
治农村“黄赌毒”、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
突出问题，整治婚丧嫁娶过程中陈规陋习
等，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增强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意识，养成解决问题用法律、化解矛
盾靠法律的习惯，自觉通过法律途径表达
合理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为民”与“靠民” 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我上个月评上了孝老爱亲，村里给了
我 50个积分”“因为见义勇为评上了红榜，
我多了 100个积分”……在金寨县白塔畈
镇的“振风超市”里，洗衣粉、米面油、锅碗
瓢盆等下方标注着兑换积分，村民们用自
己所得的积分来兑换相应的生活用品。

超市购物不花钱，评比积分兑商品，
“振风超市”在倡树文明新风上发挥正向
激励作用，通过典型示范、身边榜样引领
等，涵育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截至
目前，金寨县已实现了“振风超市”全域
覆盖，所有“振风超市”依托乡村民营超
市建设，设定专区专柜，签订授权协议，
一年一授权。

霍山县开展“以文明作担保、以诚信
作抵押”，“文明银行”给文明户发放纯信

用贷款， 并在贷款额度以及贷款利率上
给予优惠。 村民在“文明银行”里攒下来
的积分，将作为联合银行“新风贷”授信
额度的依据，积分越高，贷款额度越大，
而利息却越低。 自 2020 年 8 月以来，已
有 75 户文明户受益，贷款累计金额已达
到 960 万元。

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和受益
者，同时也是建设者和参与者。 “自从有
了‘文明银行’积分制，移风易俗少了旁
观者，多了参与者，村民的参与度和热情
不断高涨。 ”霍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文明办主任叶青说。

在“文明银行”的引领下，霍山实现
了群众生活从“讲排场”到“讲文明”、乡
村振兴从“被动做”到“主动兴”、乡村治

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集体婚
礼、勤俭节约、网上祭祀、广场舞等新风扑
面而来。 文明新风在大别山腹地落地生
根，更多村民体验到“文明新风 ”带来的
“红利”，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移风易俗表面上是改变行为习惯，实
质上是改变价值观念。 “农村精神文明创
建既是为民更要‘靠民’，突出创建工作的
群众性， 激励引导农民群众人人参与创
建， 激发农民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
性创造性， 共创美好生活， 共建美丽家
园。”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各地文明办
不断探索， 多措并举调动起农民群众移
风易俗积极性， 汇聚起他们的智慧和力
量，使其成为参与者、行动者、点评者，而
不是旁观者。

“风景”与“风尚”
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绿树环绕 、庭院别致 ，一栋栋红顶白
墙的两层别墅错落有致；水泥路通到家家
户户门口 ，两旁种满了花花草草 ，五颜六
色的花朵竞相开放，太阳能路灯、凉亭、健
身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
的村庄就像大公园，村民生活在鸟语花香
中，日子美得很。 ”来安县汊河镇黄牌村村
民周长福说。

“日子美得很”，美在青山、美在绿水、
美在环境。 黄牌村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开展乡村清洁工程，让
农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 在风景
如画的优美环境里生活。

风景美也要风尚美，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 “现在提倡喜事新办，咱们村
邻里中心能办喜事， 叔叔婶婶一起帮忙，
保准给孩子们办得热热闹闹。 ”红白理事
会会长刘学斌说。 前不久，得知村民周长
福家要办喜事，刘学斌主动上门跟他商量
具体事宜。周长福有些心动，又有些犹豫，
然而新媳妇给他吃下了一颗 “定心丸 ”：
“铺张浪费不是好风气， 咱们就在邻里中
心办喜事。 ”

婚礼在村里的邻里中心如期举行，“支
客”的是邻家的叔叔伯伯们，上菜的是同村
的阿姨婶子们，一家有事大家帮，整个婚礼
热闹又温馨。 “整个婚礼只花了 6000 多块
钱，每桌按 260 元的标准采购食材，节省了
开支又不丢面子，大家都说办得好。 ”周长
福高兴地说。

来安县修订村规民约 ， 建立红白理
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 ，倡导
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喜事不办或小办新
风尚，解决“法律管不到 、干部管不好 ”的
问题 ，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 “我
们把反对铺张浪费 、 反对婚丧嫁娶大操
大办等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 ，引导群众在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
我服务中促进移风易俗 ， 促进农村形成
崇德向善之风 、勤俭节约之风 、文明健康
之风 。 ”来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
主任邵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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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 涵养文明风尚

培育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使村民的“口袋”和“脑袋”同时富起来———

■ 本报记者 张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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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光瓶行动”成为自觉

“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 ”在各种会议现场，瓶装水
浪费现象随处可见。 有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在会场浪费的瓶装水
有上千万瓶。 近日，北京、天津税务局相继发出节水“光瓶”倡议，
向“半瓶水”浪费现象说不。

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基。 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
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虽然
不少地方倡导节约用水，但仍有大量会议瓶装水被浪费。 究其原
因，一方面，会务用水都是免费、不限量供应，与会人员往往不珍
惜、浪费了也不心疼；另一方面，一瓶水一旦被打开而没有喝完，
其他人不宜继续饮用，只能倒掉。浪费“半瓶水”看似小事，但上千
万瓶水积少成多，助长了铺张浪费不良风气。

“光瓶行动”的主战场在酒店，会议主办方应成为“光瓶行动”
的重要推动者。 反食品浪费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主动对消
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
品浪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 主办方可借鉴“光盘行
动”，在会场设置“光瓶行动”“喝完每瓶水”等显著标识，提醒与会
者将瓶装水喝完、未喝完的随身带走。还可以限量提供小瓶水，倡
导与会者自带水杯，既节约成本又避免浪费。 丢弃的“半瓶水”攒
起来也有大用处，鼓励开展“一水多用”、循环利用，如北京饭店使
用专门的器皿回收“半瓶水”，用于浇花、蒸汽熨斗使用等，一年可
节水 1000 多升。

节水举措要见效果，生产企业的支持很重要。 一些浪费现象
是因有人担心与别人喝的水搞混、不卫生而导致的，使用记号瓶
装水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早在 2014 年，“瓶装饮用水消费者识
别要求”就已写进国家标准，然而出于成本考虑，加上只是推荐性
条款，生产企业不愿意增加这样的标识。 相关部门可以探索更多
强制和鼓励性措施，引导企业适应节水需要和生产需求，多生产
小瓶包装饮用水，并在包装上提供消费者识别标识、印制节水宣
传标语。优先采购可标记的瓶装水，推动生产企业落实国家标准。

治理“半瓶水”浪费，不仅要措施完善、宣传到位，更要落实在
行动上。惜水爱水护水观念应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光瓶
行动”成为公众自觉。 全社会共同努力、各部门综合施策，每个人
从自身做起，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节小流以成江海”，形成节约
用水、合理用水的良好风尚。 执笔：韩小乔

·记者手记·
乡风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

张 岳

乡村振兴要塑形 ， 更要铸魂 。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 “住上好房
子 、开上好车子 ”，还要让农民 “过
上好日子 、活得有面子 ”，满足他们
的精神需求 ， 增强他们的精神力
量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文明乡
风建设做了一些探索， 迈出了一点
步伐。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有

些地方重视物质文明轻视乡风文

明、 重视政府主导作用轻视农民主
体作用、 重视硬件建设轻视组织活
动， 一些群众大操大办之风仍未杜
绝、盲目攀比之风依然存在、对不良
习俗的思想认识不够……

乡风文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

就 ，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永远在路上 ，任重而道远 。 春风化
雨可以润泽心灵 ，只有群众内心认

同才能积极践行 。乡风文明建设不
能靠强制要求 ， 不能靠硬干预 ，不
能 “一刀切 ”，而是应该结合实际 ，
讲究方式方法 。移风易俗要久久为
功 ，尊重农民意愿 ，听取农民意见
建议 ，从农民根本利益出发 ，以农
民满意不满意 、高兴不高兴 、答应
不答应为最终衡量标准 ，不断提高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焕发乡风文明
新气象 。

�� 55 月 1177 日，，铜陵市郊区老洲镇罗墩村，，
错落有致的村居农院与绿翠掩映的乡村道

路，，构成一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
本报通讯员 陈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