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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名教师走上乡村振兴第一线

2022年12月16日一大早 ， 内蒙古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中学副校长胡小
蒙就起来备课了， 因为当天上午有6节
青年教师线上汇报课， 这是他在新学
校参加的第104次听评课 。 受疫情影
响， 这所学校除毕业年级线下上课外，
其他年级开展线上教学。

胡小蒙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副校
长， 也是北京市选派的 “组团式” 教
育人才帮扶团队成员， 于2022年7月底
来到音德尔三中担任副校长， 在负责
教学管理工作外， 他还主动承担起每
周为高一年级一个班上8节化学课的任
务。

2022年5月初， 北京市委组织部 、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等部门联合组
织选派84名教育人才分批赴内蒙古自
治区、 青海省的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开展教育帮扶工作。 其中20
名校长大部分来自北京四中、 陈经纶
中学、 十一学校、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
学校等知名学校， 19人具有高级或正
高级职称， 且全都是现任主管教学副
校长或有过分管教育教学领导经历 ；
64位中层及专任教师中近七成年龄在
35岁至50岁之间， 正值年富力强、 思
维活跃的业务精干阶段。

根据中组部、 教育部要求， 北京
市向每所被帮扶学校选派1名校长、 5
名左右中层管理人员及专任教师， 其
中校长帮扶时间为3年， 中层管理人员
及专任教师帮扶时间为2年。

在选派干部教师到岗前， 帮扶校
与被帮扶校进行了充分沟通， 了解学
校管理 、 人才配备和整体发展需求 ，
做到精准对接、 精准选派和人岗相适。

以教学为抓手培养 “带不走
的队伍”

参加 “组团式” 教育帮扶工作的
老师们把课堂当做 “主战场”， 努力帮
助当地学校迈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

音德尔三中刚恢复高中部未满三
年， 北京派出5位教师来校帮扶， 除了
承担教学任务和担任不同年级的备课
组长外， 每人还带了1至3名徒弟。 胡
小蒙还通过推动青年教师讲示范课 、
跨学科听课、 微课题研究等方式， 引
导实现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留下一
支 ‘带不走的队伍’， 提升每一堂课的
质量，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是每一位
北京援派老师谨记的目标。”

在通辽市库伦旗第二中学， 北京
市密云区第二中学的帮扶团队同样凭
借高水平教学赢得学校师生的认可。

合理调整新教材授课顺序， 分享
教学设计及优质资源； 对比2022年高

考全国乙卷与北京卷 ，提
出前瞻性建议……在当地
老师们的眼中， 正高级教
师李密龙是一位全才，“李
老师的大脑就像一座宝
藏， 我们需要的他都有。”
当地教师由衷地说。

刘岩带领库伦二中地
理组两次参与北京教科院
基教研中心组织的学科教
研活动， 为老师们打开熟
悉新课标、 用好新教材、 适应新高考
的新局面。 除了做好 “领航杯” 支教
教师示范课 、 指导老师说课备课外 ，
她还利用周末实地考察库伦的地形地
貌、 河流等情况， 完成 《阿其玛山考
察日志 》 《塔敏查干沙漠考察日志 》
等， 并将鲜活的一手资料应用在教学
中。

借力 “大团队” 推动教育生
态优化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 身处教育
帮扶一线的北京干部教师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教育帮扶工作
结合起来， 推动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实
际问题。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巴彦呼
舒三中是旗内唯一汉语授课高中， 近
年来受特殊招生政策影响， 优质生源
外流现象严重， 加之语文、 数学、 英
语三个学科教师常年短缺， 教学质量
逐渐失去竞争力。

对此， 担任校长的北京市一零一
中学党委副书记李铁军一边帮助学校
苦练教育教学内功， 一边联系争取旗
委旗政府、 北京一零一中学及爱心企
业的支持， 并积极推动兴安盟优化高
中招生政策， 呼吁开辟旗内招才引智
“绿色通道”。 这些努力初见成效， 北
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与该校签署结对
协作协议， 将从11个方面展开深度帮
扶。

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商都高级
中学面临同样问题。 北京市平谷区第
五中学副校长胡金城受派担任校长 ，
他简单算了一笔账： 以每年外流300名
优质生源估算 ， 学生的吃 、 穿 、 住 、
行 、 学再加上陪读等基本生活花销 ，
商都百姓每年向县域外单向输出的钱
款总量在千万元以上。 “优质生源外
流， 背后是本不富裕的县域经济单项
输出， 要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商都的高中教育必须
崛起。”

他趁乌兰察布市和内蒙古自治区
领导来校调研的机会， 汇报学校实际
情况， 针对优化招生政策提出相应策
略建议。 他还制定了名为 “驼铃行动
方案” 的学校三年发展规划， 借助北
京市和平谷区优质教育资源， 推动学
校可持续发展。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
才 “组团式” 帮扶项目顾问委员、 北
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校长陆云泉表示，
“组团式” 帮扶并不是支教干部教师个
人在努力， 他们所在区、 市和派出学
校， 也在结合受援学校需求给予点对
点支持， 通过努力优化当地教育生态。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了
“点灯人”

此次， 北京共有8位校长被派往内
蒙古自治区8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的职业中学， 带领援蒙团队和当地

同行一起推动当地职业教育发展。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副校长黎军

目前任帮扶学校赤峰市巴林左旗华夏
职业学校校长， 他主要从完善学校治
理结构、 加强课程建设和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方面发力， 进一步提升学校的
办学品质。 在他的努力下， 学校变革
传统的教学模式， 实行分层教学， 让
每个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他还聘请北京市区级教研员、 正
高和特级教师成立专家团队， 一对一
指导学校相关工作， 同时推动劲松职
高与学校开展线上大教研活动， 实现
京蒙两地职业学校线上共研共享。

在库伦旗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北
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副校长孙海生在
受派担任该校校长后， 一步一个脚印，
稳住学校发展的 “底盘”。

密云区职业学校汽修专业骨干教
师刘长清经常带领当地同行开展听评
课活动， 手把手指导他们如何上好一
节课、 如何撰写教案等。 他还带领老
师们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并对标职教
改革和市场需求， 修订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和专业课程标准。 在他和老师们
的共同努力下， 汽修专业在教育教学
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北京的老师就像 ‘点灯人’， 用
智慧和热情擦亮了库伦的职业教育之
光。 他们又像播种者 ， 把北京的先进
理念播撒在库伦的热土上。” 库伦民族
中等职业学校的一位老师对北京 “组
团式” 帮扶充满感激和期待。

长期关注教育精准帮扶工作的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认为，
北京市首创并被广泛推广的这种 “组
团式” 帮扶模式， 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引领下的中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

（北京市教委供图）

□本报记者 任洁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2022年4月21日，中组部等八部委发出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号
召后，北京市积极响应，围绕重点帮扶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短板，聚人聚智，选优派强。 来自基础教育领域的84名干部教师于
2022年7月底陆续抵达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的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值赋能。

偏远乡村里来了“点灯人”
———北京名校干部教师“组团式”帮扶乡村振兴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