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两地支教
带着理想做教育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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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郑飞翔的时候， 他已经回
到北京市第二十四中任党总

支副书记 、 执行校长一年 。 他说 ：
“阿尔山的教育质量是在京蒙两地、 一
波又一波东城支教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才有今天的优异表现的。”

三年两地， 郑飞翔从2018年起，先
后在湖北郧阳和内蒙古阿尔山支教，开
系列教学讲座、 组织多项教研活动，写
下20万字工作日记。 在阿尔山一中，他
把自己办公地点直接安排在教学楼，亲
自带高三与高一两个班的政治课，2020
年阿尔山分校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较上
年翻倍；2021年突破当地十几年没有一
本的纪录；2022年上线本科人数17人，
毕业班将近50%的学生实现上本科。

打造阿尔山人民家门口
的好学校

郑飞翔2018年远赴湖北郧阳支教，
第二年8月 ， 抵达阿尔山支教 。 2020
年， 北京市东城区继续加大对阿尔山
的教育帮扶力度， 响应组织号召， 他
再延期一年， 作为执行校长， 带领新
的12人团队继续扎根在大漠边陲教育
扶贫第一线。

“东城区和阿尔山地区两地政府
签订了共同奔小康的框架协议， 北京
二中集团的干部教师以常驻帮扶的模
式， 分批次到阿尔山进行支教， 截止
到目前， 我们一共去了5批， 先后有35
名干部教师长期驻扎阿尔山支教。 我
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当地打造阿尔山人
民家门口的好学校。” 郑飞翔说。

郑飞翔带领团队，在当地做执行校
长也带课。他带着当地老师做教研的同
时，自己兼着高一和高三两个年级的政
治课，任务量大，时间总感觉不够用。

阿尔山与北京高考模式不同，北京
是选科模式， 阿尔山还在使用语、 数、
外+文综理综的模式，出题思路略有不
同。这就要求北京支教老师在备课时调
整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郑飞翔
带领团队，结合多年教学经验，精准研
究当地高考试题特点，做到高考备考有
的放矢。 “北京孩子视野开阔， 见多识
广，考试是高起点、低落点；阿尔山受到
地区发展影响， 孩子们获得的信息有
限，老师的教研环境也相对封闭，当地
试题的特点与北京大开大合的特点不
太一样，教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使的
劲儿也不一样。 ”郑飞翔说。

既要根据当地实际， 又要把北京
的教学方法、 素养立意的试题带过去，
郑飞翔担着每周12课时和一个晚自习，
同时亲自主抓高三年级这个桥头堡 。
他重新梳理规范管理制度， 精细化安
排每月备考工作 ， 一月一考 、 一奖 、
一分析、 一推进。 作为高三团队的一
员 ， 他以身示范 ， 抓得严 ， 抠得细 ，
精准备考， 毫不含糊。

阿尔山的教育质量，在两地共同努
力之下渐见起色，实现了最初定的“一
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的
帮扶目标，一年一个台阶。 当地产业结
构单一，人员外流普遍。 北京二中集团
阿尔山分校的优质教育吸引了家长的
注意，一些因为对当地教育缺乏信心给
孩子转学的问题得到缓解。一些家长觉
得二中团队在、北京的资源在，对当地
教育信心足了，在走还是不走边缘徘徊
的时候，最终决定把孩子留下来。

带着理想做教育

在阿尔山，一些北京支教的老师自
发力所能及地捐助当地品学兼优的学

生， 郑飞翔说：“二中一个姓路的老师，
资助了两个孩子到初中毕业。 ”郑飞翔
自己也资助了两个家庭特殊的学生 。
对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特殊的学生 ，
郑飞翔还与东城区在当地的领队干部
一起， 联系当地企业对学生进行经济
资助， 同时北京支教团队的老师牵线
组织衣物、 书籍的捐助。

对学生悉心关爱的同时， 郑飞翔
也没放松对教学的严格把关。 在二中
教育集团入驻前， 当地从教师没有开
展如此高密度的教学研讨和评课工作。
后来， 经常有当地的老师和领导旁听
郑飞翔组织的教学评课。 评课的时候，
郑飞翔既要把值得探讨和改进的地方
说出来， 同时又要照顾到老师的工作
积极性。

有一次数学评课，郑飞翔最后一个
进行评课。 他问数学老师：“这节课，你
的立意是什么？在每个知识点背后隐藏
的学科价值和育人价值是什么？ ”在郑
飞翔看来， 每一个学科中不仅仅有知
识结构的问题 ， 教师在讲课过程中 ，
不光要把知识点讲清楚， 而且要让学
生明白这一学科的学科价值、 育人价
值， 懂得从学科的视角、 思维、 方式
去观察生活。 “比如手电筒一打， 就
有了射线的概念； 学生站队， 为什么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两个楼之间什么
样的高度和距离保持采光最好， 这就
涉及解三角函数的问题……很多知识，
立足于老师对学科的理解， 育人的价
值可以带来孩子思维方式的改变。”

郑飞翔认为， 课程背后是人， 学
知识是为了用， 不为了学而学， 不仅

仅是为了分数， 要让学生了解到学习
的生活意义、 人生意义， 让学生感觉
到知识有意思。 “上课有意思是老师
的基本功， 上课有意义考验老师对课
程本质的上位理解。” 郑飞翔说。

郑飞翔还十分强调在讲课过程中，
老师眼中要始终有人，要立足于学生思
维规律和水平的理解，要与学生思维同
频共振。比如，老师认为简单的地方，可
能在学生那儿很复杂；老师认为复杂的
知识，可能对学生来说很简单。 老师还
要抓住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讲关键
问题；在孩子可能走神的时间段，想办
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老师要眼中有
人，始终有人。 想各种办法让孩子偷不
了懒，糊弄不了事。 ”

由于两地差异，北京的教学理念在
阿尔山并不能完全实现。 对此，郑飞翔
说：“支教工作， 心态自然要好好调适。
我们不可能万能的去做支教工作，但更
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支教工作要
看到人类发展实际，理想和实际永远是
任何时代的矛盾，但是我们要有方向和
信仰，找到最近的发展区，够一够，努一
努就做到，即使做不到也知道。 特定的
发展环境下， 还是要建立长效机制，授
人以渔。 ”

他举了个例子： 普通的老百姓的
家居服跟时装是两个概念， 时装前卫
漂亮引领时尚， 但日常很少有人穿着
时装上街。 把北京的教育理念带过去，
至少让当地知道什么是发展的方向 。
所有今天看起来很遥远的路， 可能在
不远的将来就是现实， 带着理想做教
育，代表一种方向。就像展示时装一样，

让人看到发展的大方向，这就够了！

多举措提升当地教学水平

支教期间， 郑飞翔还利用二中集
团的资源， 积极利用京蒙专线， 进行
教研联动 ， 相互做课 、 观摩 、 评课 。
两地教研组一对一结对子， 共同备课，
共同教研。 毕业阶段的最后备考， 邀
请二中名师， 一个一个教研组， 给当
地学科老师做高考之前的引领。 同时，
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 两地学生同上
一堂课， 二中学生的公开课， 阿尔山
学生可以同时听， 两边学生提问， 实
现资源共享。

他还开展师徒结对， 北京常驻教
师是当地老师的师父， 日常备课一对
一指导。 几年下来， 在东城教委和二
中集团多位领导的全力支持下， 阿尔
山当地教师干部几乎全员来过北京二
中集团跟岗培训。 阿尔山当时有个旅
游职业班， 有些专业课没有老师， 郑
飞翔联系了东城教委， 在教委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 东城国际职业学校四位
专业老师分期分批到当地教学， 弥补
了课程老师的空缺。 支教期间， 郑飞
翔还先后策划组织了多项教学研讨活
动， 把当地队伍带起来： 青年教师基
本功比赛、 北京支教团队和二中阿尔
山分校教研组互听互评活动、 京蒙师
徒结对教研、 每周一次与北京二中联
合线上教研、 推门课……说到推门课，
几乎每天一节，每节课都及时与教师一
一沟通。几乎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听课
评课。 他带有5名青年教师徒弟， 手把
手教。 做教学主管多年的他， 分专题
在全体教职工会上做系列教学讲座。

他和团队一起受邀，到兴安盟兄弟
学校进行送课与讲座活动。听过他教学
的教师，都反映他讲的东西，有理论，有
实践，接地气，很受用。当地一名干部听
完他的一次读书分享讲座后，在自己的
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有幸
聆听了郑飞翔校长的读书汇报，从始至
终，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深深地被他吸
引， 他的话一直荡漾在每个人的心田。
一千个听者，有一千个郑飞翔。河岸边，
那最早盛开的毛毛狗儿花，正引领着春
天悄悄走来。 小城间，北京东城区教委
选派的那群人啊，正引领着阿尔山市的
教育蓬勃发展，大步向前……”

郑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