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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做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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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校园播撒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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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朝阳区援疆教师张钧

“援疆教师， 援什么？ 就是
要播撒下理性而有爱的种子 。”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援疆教师张
钧如是说。

张钧是北京市学科骨干教
师、 朝阳区学科带头人、 教育学
博士， 来自朝阳区东北师大附中
朝阳学校。 作为引进人才， 2012
年张钧从长春东北师大附中被引
进到北京市朝阳区， 2018年8月，
张钧主动请缨， 作为第九期第二
批援疆教师， 来到新疆和田地区
墨玉县北京中学， 任高三12班语
文教师 ， 兼任学校党支部副书
记、 副校长、 教研室主任、 语文
教研组长， 同时兼任墨玉工作队
副领队。

留下一批带不走的
优质教师

“为期两年的援疆支教工
作， 我们能为受援校留下什么？”
这是张钧常常叩问自己的问题 。
墨玉县北京中学2015年建校， 是
北京市对口援建的 “交钥匙” 工
程学校， 学校硬件设施齐备， 但
是学校师资队伍过于年轻、 水平
参差不齐， 教师基础执教能力普
遍较低。 中央提出教育要精准扶
贫， 在墨玉县北京中学的具体行
动就聚焦在师资队伍的涵养上。

“要为学校留下一批 ‘带不
走’ 的优质教师。” 于是， 张钧
开始组织实施基于教师学术发展
的 “种子工程 ”： 8位援疆教师
“一带五”， 40名本校教师被吸纳
入该 “工程” 队， “工程” 周期
为一学期， 通过专业引领、 实践
指导、 同伴互助、 个人反思的基
本路径， 手把手帮扶， 面对面传
授 ， 心与心沟通 ， 实现活动互
助、 专业共赢， 效果目标具体表
达为： 校级以上公开课1节、 撰
写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论文1篇 、
阅读教育类论著1本、 开展微课
题研究 1项、 作一次校级以上的
学术演讲或主题报告。

40名“种子教师”出徒后，每
人每学期帮带一名本校新手型教
师， 用自己的成长过程垂范其发

展；同时，8位援疆教师开展“种子
工程”第二期。预计到2020年7月，
北京中学将有160名教师参与到
“种子工程”，占比近70%。 该项目
将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
升，留下一批生力军，让快速成长
的本土优质教师团队终身服务学
生的高质量发展。

京师首善标准夯筑
沙漠校园

“要把京师的 ‘首善’ 标准
夯筑在这沙漠校园里。” 作为北
京教师， 张钧坚持以首善标准，
锤炼经验， 积极探求适应新疆学
情的教育教学规律。

在墨玉县北京中学组织 “班
主任修炼 ” “如何撰写教案 ”
“教学基本环节” 等系列教师培
训， 由专家引领教师发展， 看到
接受培训时老师们渴望的眼神，
援疆教师备受感动和振奋。

针对考试研究， 张钧组建了
学校高考研究专家库， 开展了专
题研究、 课堂诊断、 备课指导 、
命题研究 、 专题讲座等教研活
动， 由同伴互助助推教师发展；
张钧为受援校研究拟制了 “教师
执教能力 ” “同侪合作能力 ”
“师生沟通能力” 三类评价量表，
用评价唤醒自觉， 由个体反思促
进教师发展。 为受援校培养一支
优质的教师队伍， 从而为学校可
持续发展助力， 是张钧孜孜以求
的梦想。

“要把京师的 ‘实干’ 做法
压实在课堂教学上。” 基于受援
校课堂现状及教师个人学科优势
和特长， 张钧扎根一线课堂， 在
兼任大量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同
时， 坚持在高三授课， 他的每节
课几乎都是公开课。

针对高三学生汉语水平较低
而语文科目高考难度较大的现
状， 张钧整理了自己多年积累的

课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解难
点， 编辑出了20多个高考专题复
习学案，准确抓住学习锚点，大大
提升了师生自信心和复习效果。

针对非毕业年级语文教学，
张钧会定期上研究课、 示范课，
他面向高一全组教师用三种不同
课型执教 《烛之武退秦师》， 引
发同组教师针对语文教学效能和
美感的思考。 张钧面向高二语文
教师执教了 《廉颇蔺相如列传》
片段教学， 为教师们示范 “记、
读、 赏、 思、 辩、 写、 改” 七环
节教学法， 引领老师们思考问题
导学、 智慧导学以及有效的课堂
互动。

张钧和徒弟黄琴同台授课
《故都的秋》， 向全校教师示范学
科建设中的专家引领、 同侪合作
的有效做法， 同时引导语文教师
思 考 “ 破 题 入 文———披 文 入
情———知人论世———叩问反省 ”
的散文教学流程。 北京援疆教师
的 “真本事”， 充分体现在对教
材的深度分析和课堂教学的适切
性上。

全力辐射京师的奉
献精神

“要把京师的 ‘奉献’ 精神
尽全力辐射开去。” 张钧扎根在
墨玉县北京中学， 同时在墨玉县
教育局教研室的邀请和组织下，
张钧的示范课辐射到雅瓦乡、 萨
伊巴格等周边乡镇。

2018年11月5日 ， 张钧在雅
瓦乡执教示范课 《读古文明诚
信 》 ， 他的课堂教学中融入了
“礼俗” “剪纸” 等传统文化元
素， 经由 “读文———明理———践
行” 的学习流程， 采用 “有效互
动———问题导学” 的多种教学手
段 ， 课堂上有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 也有凝眸沉思， 听课老师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

2018年11月10日， 在萨伊巴
格第二高中执教的示范课 《故都
的秋》， 亲切平易的教风、 深入
浅出的分析、 整齐的板书、 纯粹
的语言、 预设而又不失生成的学

习效果， 让该校语文教师受益匪
浅 （该校语文教师均为新教师，
且只有两位教师是中文专业的）。

2018年11月30日， 在墨玉县
教育教学经验交流研讨会上， 张
钧执教的示范课 《皇帝的新装》，
一条线索、 一个中心人物、 一个
骗局， 引发了课堂的一场辩论。
学生们从 “愚蠢 ” “自私 ” 到
“怯懦和盲从 ”， 触及心灵的思
考， 让孩子们欲罢不能， 下课铃
响起， 孩子们还围在张钧身边激
烈地讨论着。

用教育理念指导课堂实践，
用课堂实践示范启迪同行反思，
正是张钧正身体力行的工作。

将团结的大爱洒向边
疆学生

“要把京师的 ‘团结’ 大爱
洒向边疆同胞那里。” 张钧说。

教育的爱是理性的、 也是现
实的。 知道墨玉县北京中学因部
分教室无投影， 部分学科教师重
复板书量较大的问题后， 张钧动
员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学校购置黑
板贴纸40块， 寄送到墨玉县北京
中学。 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学校图
书馆也雪中送炭， 为墨玉县北京
中学高一语文组寄送了3套教学
参考书。

高三17班的沙热帕提·卡迪
尔同学， 路遇车祸， 脑出血， 一
家六口， 全靠母亲维系生活， 张
钧知道后积极捐款并发动援疆教
师伸出援手， 积极为孩子筹措医
疗费。 北京中学努尔艾拉·牙森
的弟弟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严重，
无力付医药费， 张钧主动捐款，
并号召其他7位教师共伸援手 ，
捐款共计1700元， 帮他们一家共
渡难关。

作为70后， 张钧生活中经历
过贫穷、 苦难， 甚至饥饿， 当日
子好起来的时候， 他想到走出舒
适区去回馈那些更有需要的孩
子。 “只有被需要才有实现自我
价值的可能， 哪里更需要我， 我
就到哪里去。” 这就是援疆教师
张钧的责任与情怀。

“在市政建设行业， 学习4
年， 工作11年， 打心眼儿里热爱
这行。 虽然每天风风雨雨、 东奔
西跑， 但是每修完一条路、 一条
地铁， 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价值。”

刘新2007年毕业于宁夏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 现任北京市政路桥总
承包二部武安太行钢铁项目部经
理。 职业生涯11年， 他已拿下了
一级建造师和工程师的职称， 今
年将参评高级工程师。

2017年被任命为武安太行钢
铁项目部经理， 刘新面临的第一
件事就是人员组建。 “从局部到
全面， 要摸索着走。” 刘新说。

当时， 新项目开工面临多项
工作； 项目部一共13人， 年龄呈
两级分化 ； 单位又正在开拓市
场， 各项工作同时摆在眼前。 刘
新想方设法招兵买马， 迅速搭建
起项目部的构架， 一年时间， 项
目部由13人充实到25人， 班子也
由3人发展为6人满员。

“通过工程带出一批人 。”
刘新说。 一年时间， 他提拔了部
门主任等管理人员， 其中不乏25

岁的年轻人。 大胆任用新人， 边
工作边培养， 既让新人在职业生
涯中有提升的机会， 又将工作全
面迅速推进。

事实上， 在武安太行钢铁项
目中， 刘新带头提出了两项科研
项目： 《钢渣沥青混凝土在厂区
道路中应用》 以及 《钢渣沥青混
凝土粘层油的研究》， 将钢铁之
都武安的废弃钢渣重新利用。 他
找专家、 找材料、 做实验， 最后
终于选定合适的材料， 与专家团
队合作， 在武安铺设了首条钢渣
沥青混凝土的道路。

工作中也有困难， 比如道路
修建中， 采取爆破施工的方法，
并不了解专业问题的老百姓忧心
忡忡。 有次， 道路修建的爆破点
距离村落只有150米的距离， 距
离村里的养猪场仅20米， 这引来
了几十户村民的反对。 刘新立刻

与镇政府沟通开会， 优化方案，
并找专家进行论证。 最后， 为安
抚民心， 爆破方案由一次改为多
次， 单次药量减少， 并由镇政府
出面组织村民在安全地点观看爆
破现场， 让村民安心。 这个方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后凡是经
过村落的爆破， 项目部都采用了
这个方法。

和大多数工程人一样， 刘新
对市政建设， 有着深深的情怀。

每当走在自己修过的道路，
坐在自己修过的地铁线路上， 刘
新内心的感受总是不同。 比如鸟
巢附近的道路 ， 至今井盖的位
置， 他都记得十分清楚， 因为他
当时参与了市政电缆、 自来水管
线的铺设。 “这种情况可以带来
成就感， 也让人觉得这份工作的
苦和累都很值得。”

刘新还曾经参与过2016年武

安地区的 “7·19” 抗洪救灾。 面
对被洪水冲失家园的村民， 他的
第一反应是 “做点实事”。 而看
望老党员时， 老党员的话更让他
深受启发： “看望老党员， 我们
提了点米面 ， 老党员说什么 ？
说： 别给我拿东西， 我家过得挺
好的， 我儿子在县城、 闺女在医
院工作， 孩子给我盖了新房子，
我过得挺好的， 你给村里有困难
的人送过去。 70岁的老党员， 心
里想的还是别人。 这让我觉得，
人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政府、 感
恩党， 懂得知足。”

刘新说， 在浮躁的时代， 功
利的时代， 要心里想着别人， 先
人后己。 而自己的工作， 就是要
全心投入， 做好自己一亩三分地
的事儿， 也是对社会的服务和贡
献。 能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做
一点是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