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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振亚 谭 登

“不管你多忙，不管相隔多远，在你的教
育人生中，至少要去一次‘春晖学院’。”参训
的学员这样说。

“来到‘春晖’，就像回家，是‘春晖’让我
能为乡村教育的振兴尽绵薄之力。”来自杭州
的“百家讲坛”主讲人、小学语文教学名师王
崧舟这样评价。

7月23日，为期一周的2019“春晖学院”培
训在平江县圆满结束， 来自6个省的428名乡
村教师参加了培训。这些教师中，有刚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有快退休的老同志，还有已怀孕
7个月的孕妇。

“春晖学院”是“春晖援教”公益行动的一
种形式。数据显示，“春晖援教”自2009年启动
以来，已现场培训1.5万名乡村教师，通过在线
直播培训40多万人， 总观摩学习达上百万人
次。

“春晖援教”从何而来？为何对乡村教师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恩师的辛酸引发公益尝试

现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的李统兴，是“春
晖援教”的发起人。谈及发起该项目的初衷，
他直言，主要源于恩师的辛酸。

2009年， 李统兴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
业，回到原单位《湖南教育》杂志社继续从事
采编工作。当年春节，他回平江老家看望自己
的启蒙老师李裕春。一见面，李老师就说最近
去了一趟长沙， 李统兴随口问：“参加培训去
了？”李裕春苦笑道：“教了40年书，我从没出
县学习过， 我是带爱人去看病……” 听了这
话，李统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起了自己的
3年乡村教师经历，那3年里，李统兴和同事从
未参加过任何培训，想成长却找不到方向。于
是，一项公益培训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

不久， 李统兴主动和平江县教育局负责
人联系，道出了李裕春的遗憾和自己的想法，
得到了对方的重视和支持。随后，一个大胆的
尝试———“春晖援教”行动开始实施。

2009年3月，几辆满载平江乡村教师的大
巴抵达长沙， 李统兴将这些教师相继安排到
了长沙市实验小学、博才寄宿小学、黄兴小学
等10所名优学校，开展跟班研修。2010年又有
汉寿、冷水江等地的教师加入，岳阳、株洲、常
德、 郴州等地的60多所名优学校被定为支持
学校， 为有需求的农村学校义务提供跟班研
修。

现为平江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的徐稳
安，彼时是平江县梅仙镇柘庄中学教师，被分
配到常德市育英小学参加跟班研修。 在此之
前，他从未走出平江参加过培训。自认为教学
水平已经很高的徐稳安， 在听了育英小学的
课，感受了该校的教学模式后，惭愧不已。回
忆起那次跟班，他激动地说：“6天受益60年！”

跟班研修虽扎实有效， 但参加的人数有
限 ，“春晖援教” 又尝试了第二种公益形
式———送教下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2010年秋季，全省60多所名优学校派
出校长、名师赴平江县12个乡镇送课、送培，
参培乡村教师达2000人。另一次是2015年春
季，全省30多所名优学校派出校长、名师赴
东安县8个乡镇送课、送培，参培乡村教师达
800人。

一时间，“春晖援教” 在湖湘大地声名鹊
起，可李统兴并未止步于此。2011年，《南方周
末》 一篇关于公益大学的报道给了他新的启
发，他决定创办“春晖学院”，采取分班管理、
集中培训的方式，给乡村教师大学的仪式感。

时任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吴定辉获悉李统
兴准备办“春晖学院”，第一时间和他联系，希
望办在平江，两人一拍即合。

2012年，首期“春晖学院”在平江县委党
校举办。李统兴邀请到全国优秀教师高金英、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贲友林等名师现场授课，

400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教师第一次参
加如此高端的培训，学习的热情异常高涨，李
统兴被深深打动。培训一结束，他就思考如何
举办第二期甚至打造永久性基地。

“春晖”的教育扶贫价值，受到了平江县
委、县政府的重视。副县长潘如意介绍，2012
年后，该县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在平江教师
进修学校专门建设了“春晖”讲堂、食堂、宿
舍，并拨付培训经费保障运行。2013年，不收
培训费、食宿全免费的纯公益项目———“春晖
学院”在平江“安营扎寨”。

既然是纯公益，培训开销从哪里来？平江
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余均才说，“春晖学院”
每年需要经费60万元， 平江县每年拿出30万
元予以支持，剩余的由“春晖”自筹。李统兴
说，湖南省教育厅、湖南教育报刊社、芒果V基
金都曾给予经费支持， 尤其是湖南省教育厅
2013年至2015年每年拨款10万元，2016年后
又将其纳入“国培计划”项目，每年给予30万
元经费支持。

各地教师兴致浓厚主动参培

“能来‘春晖’不容易！”来自保靖县岳阳
小学的彭江、 刘素芬老师是一对夫妇，6月初
两人通过网络报名，7月初接受组委会的电话

“面试”，7月18日，经过4次转车、历时10个多
小时才来到平江。 王瑛和韦陈萍分别来自广
西南宁市良庆区大塘镇中心学校和南宁市五
象一小，两人不畏1000多公里路程，历时12个
小时结伴而来。黄丹、彭小双、刘静、周妮四位
来自我省的乡村女教师， 最短的怀孕4个月，
最长的怀孕7个月，挺着大肚子坚持去“春晖”
学习……

目前， 教师培训项目繁多， 尤其是商业
型、任务型培训，让不少教师失去了兴趣，而

“春晖”缘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李统兴
说， 主要是他们一直坚持近乎苛刻的学员筛
选标准———只选偏远贫困地区的教师， 要有
强烈的个人成长意愿，且要“面试”。平江县教
师教育办公室主任李勇介绍， 今年有近2000
名乡村教师报名，通过电话“面试”，最终确定
了428人。

7月20日上午，“春晖”讲堂，王崧舟主讲
《爱莲说》，为参培教师上示范课。带着孩子们

分角色朗读、品读之后，只见他利用PPT依次
演示莲叶、莲蓬、莲藕的图片并介绍其药用价
值，让学生齐读，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作者
对莲的描写只停留在莲的颜色、姿态、花茎、
叶柄上，而极具药用价值的莲叶、莲蓬、莲藕
却隐去不写？孩子们互相讨论，争相发言，最
后很自然地统一到与莲花相对应的“君子美
德”上。惊叹于王崧舟的引导艺术，台下教师
纷纷鼓掌。

名师示范课是“春晖学院”的主要课程，
也是最吸引学员的。7年来，“春晖学院” 还邀
请了李镇西、周益民、吴正宪、孙明霞、张齐
华、贲友林、牛献礼等全国基础教育界的名师
大咖和孙江波、张新蔚、张昂波、陈善冰等省
内名师上示范课。“现场、直观的示范，提高了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余均才说。

听了贲友林执教的数学课《鸡兔同笼》，
平江县南江镇中心小学教师欧阳珍珍写下了
这样的反思：“孩子们没有顺着教材上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但贲老师没有刻意引导孩子们
往自己预设的方式走， 而是要同学们课后再
琢磨其他方法。我们上课时为了赶进度，总是
做粗暴的控制者， 这对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
是很不好的。”写反思，也是“春晖学院”的课
程。欧阳珍珍说，培训后及时反思十分有利于

专业成长，而这往往是农村教师最忽视的。
为科学设置课程，给乡村教师最解渴、最

有效的培训， 李统兴曾多次到农村学校召开
座谈会。他说，经历了5次颠覆性的调整，才将
培训课程定为晨读《论语》、感悟经典，午听示
范课、互动交流，晚写反思、说课展示等。

“一开始以为是语文课，接着看才发现是
数学课， 张老师由学生感兴趣的绘本故事导
入，在孩子不知不觉中渗透数列规律。”张新
蔚主讲的《女巫的神奇罐》，深深吸引了语文
教师邓振林。 邓振林是桃江县马迹塘完小的
教师，自2013年参加“春晖学院”培训后，一直
念念不忘， 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参加现场
培训，他一直心存遗憾。可喜的是，自2018年
开始，CC� talk平台上的直播圆了他的梦想。
网络直播将“春晖”的覆盖面扩大到更多乡村
教师，截至7月24日，2019“春晖学院”的网络
点播量已达3万多人次。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我还是我，但我已不是原来的我。”谈起
“春晖”的影响，新邵县坪上镇中心小学教师
李黎这样评价。

李黎2015年曾参加过“春晖学院”培训，

而在此之前， 自己僵化的教学模式让她深感
焦虑。“教育大咖精彩纷呈的示范课和教育同
行专注忘我的学习态度， 一次次感动着我。”
李黎说， 回去后她拿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一遍遍回顾，“咀嚼”教学方法，“消化”教学理
念，又在网上购买了《诗意语文课谱》《只为做
一个良师》等书籍。课堂教学艺术突飞猛进的
她， 在2018年全学区青年教师比武中拿下一
等奖。老师改变了，最受益的还是学生。如今，
李黎带孩子们读儿童诗、写儿童诗、读绘本、
诵国学……而这些，孩子们之前闻所未闻。有
趣的课堂，成了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2013年，我来到平江成了‘春晖’学子；
2019年，年过五十的我又回来了！”在“春晖援
教”十周年分享会上，保靖县岳阳学校校长阙
运娣动情地讲述着她与“春晖”的故事。

成为“春晖”学员前，阙运娣已是保靖实
验小学的副校长，但对于教育还有很多困惑。
2013年，她参加了“春晖学院”培训。7天的培
训，让她领悟了“阅读的力量”。回去之后，她
组建了“文韵茶香”研读会，带领本校教师和
当地乡村教师开展研读活动， 又建立了师生
微信诵读群每天打卡阅读。2015年，阙运娣获
评湖南省第九批特级教师，今年6月又被评为
“湖南省芙蓉名师”。

2012年， 平江县农村教师王英第一次参
加“春晖学院”。她说，“春晖”让她受益最大的
是结识了培训班班主任黄丽君。 黄丽君曾受
到胡锦涛同志接见，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是桃江县桃花江小学校长。彼时，王英毛遂自
荐担任了培训班班长， 并自告奋勇代表全班
上汇报课， 是黄丽君手把手地教她治班、上
课。“黄老师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课件， 并陪
着我磨课4次。”王英说，那次课成就了全新的
自己。现在，王英已成长为平江县小学语文骨
干教师，被聘为“平江县初任教师成长计划”
导师、“平江县国培送教下乡”指导教师。

调查显示，参加“春晖”培训后，一大批教
师像阙运娣、王英一样，在专业方面快速成长
并带领当地教师共同进步。

2009年，“春晖援教” 开始启动。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时，“春晖援教”已走过6个年头。2016年12月，
“春晖”加办“江华研修班”。今年，“春晖”又新
增了定点援教， 目前已联合北京亦庄实验学
校、深圳荔园外国语小学的名师、名校长，分
别到涟源、汉寿等地进行定点援教。

十年专注于一件事， 可李统兴却觉得他
所做的还微不足道。贲友林则说：“微不足道，
道足不微”。

■相关链接：

众说“春晖援教”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春晖

援教”为湖南乡村教育做了一件大好事。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玉清 ： “春晖援

教”是农村教师公益培训的典范。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春晖援教” 是教育

精准扶贫的有益探索， 对贫困地区中小学教
师培训和教育质量提升， 起到了很好的推动
作用。

平江县县长黄伟雄：“春晖” 作为政府和
公益力量合作的培训，具有机制灵活、时代性
强的特点， 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教育思
想、 有社会责任的名师名校长和要求主动学
习的有上进心、有情怀的乡村教师，形成了一
股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强大力量。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唐孝任：“春
晖学院”是一个与全国名师联系的平台，它弥
补了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培训的不足， 能激发
乡村教师学习的内驱力，“春晖” 的模式适合
贫困地区。

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刘日新 ：“春晖援教 ”
因大爱而生，因专业而深远。“春晖”人浓郁的
教育情怀、开阔的教育视野，改变着乡村教师
的成长方式。

创办10年，现场培训乡村教师1.5万人，在线培训40多万人

“春晖援教”：一事精致能动人

� � � � 7月20日， 春晖十年分享会现场。 徐稳安 摄

� � � � 7月20日， 小学语文教学名师王崧舟在上示范课。 王振亚 摄

荨荨（上接1版）
“在我们乡里，对坐月子的女人格外照

顾，哪怕再穷的人家，也要把仅有的一口留
给坐月子的人吃；还不能让她吹风、沾水、
做活，以免累着饿着，亏欠了身体，留下终
身疾病。”陈飞说，太公想方设法找来一只
老母鸡炖了，送给贺龙夫人催奶。

贺龙知道后，硬要给他银元，陈定祥说
什么也不肯收，他说：“红军打仗艰苦，钱留
到关键时用。”红军开拔时，贺龙将自己的
佩刀解下来，送给陈定祥，并告诉他：“红军
一定会回来的！”陈定祥擦着眼泪依依不舍
地说：“贺老总， 红军快回来啊！ 我们等着
你！”

红军走后， 陈定祥将这把军刀用红
布裹好，在床下挖了个深坑埋起来，不敢
向任何人走漏风声，更不敢让任何人看。

“太公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把军刀交还
给贺龙。然而，太公没能等到那一天。”陈
飞深情地说，太公临终前，把儿孙叫到床
前，再三叮嘱，要把军刀保管好，当传家
宝一样传下去， 再穷也不能打这把军刀
的主意。

解放后，贺龙当了共和国的元帅，陈家
人非常高兴，才把军刀挖出来。每当家中老
人过世， 都要郑重地交给下一代。“80多年
来， 我们家五代人再穷也没有打过这把军
刀的主意。”陈飞告诉记者，2012年，父亲陈

万祥身患癌症，治疗费用紧张，有亲戚暗示
卖掉这把刀，父亲不为所动，去世前仍多次
叮嘱，要保管好这把军刀。

在陈飞家中， 同行的沅陵县老区建设
促进会会长蔡泽亮介绍，2015年9月， 县史
志办和文物部门的同志对红二、 六军团长

征路线开展调查时， 在陈飞家见到了这把
军刀， 也听了军刀背后的故事。“刀长90.5
厘米、宽12.8厘米、重1.42公斤，青铜加钢材
质， 刀柄龙头雕饰活灵活现， 刀尖虽有锈
迹，却难掩锋刃寒光。”蔡泽亮说。

后来， 沅陵县老促会等有关部门经过
广泛调查和询问有关文物专家， 认定这把
军刀为1925年2月16日，贺龙出任建国川军
第一师师长时所佩戴的指挥刀。2017年4
月， 沅陵县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把军刀征为
革命文物，陈飞慷慨应允。

2017年春，沅陵县委、县政府向贺捷生
将军发出访问革命老区沅陵的邀请。 贺捷
生将军欣然接受。当年5月，贺捷生将军进
行革命老区行来到沅陵。 沅陵县决定把贺
龙的军刀赠送给她。

在沅陵举行的赠送仪式上，手捧着这
把见证军民鱼水深情的军刀，贺捷生睹物
思人，激动不已。她紧紧抱着陈定祥的第
五代后人陈飞，哽咽着说：“孩子，我衷心
感谢你们一家， 衷心感谢沅陵人民。”随
即，贺捷生将军向陈飞回赠了文章开头的
那副对联。

“祖辈五代相传的不止是贺龙元帅的
军刀， 更是融入血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
统。把军刀送回到贺龙元帅后人的手中，也
完成了祖辈的心愿。”回想起当时捐赠仪式
上的场景，陈飞激动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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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从未远去
李夏涛

当年，红军部队从八方村离开时，贺龙语气坚定
地对陈定祥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其实，红军从未
远去。

走在八方村内，红军留下的标语随处可见，在村
民舒序春家木屋的壁板上，“欢迎民团士兵与红军联
合起来北上抗日”的标语，经历84年风雨，字迹依然清
晰可见，仿佛历史就在眼前。

红二、 六军团自1934年12月首入沅陵至1935年11
月离开沅陵，纵横大半个沅陵县境，经过21个乡镇116
个村，带领沅陵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所
到之处，红军指战员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买卖公平，
纪律严明，给穷苦老百姓送粮、送物、送医、送药，深受
群众欢迎。

在八方村外，红军离开时经过的土路，如今已变
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脱
贫攻坚的大战役中，八方村外这条水泥路上，布满了
党员干部日夜行进的身影。

当年，我们党带领老百姓翻身“站起来”；新时期，
我们党率领广大党员干部，投身脱贫攻坚的“世纪之
战”，让老百姓富起来、强起来。

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初心使命。其实，红军从未
走远，红军精神永存。正如陈飞家中那副对联所写的：
鱼水深情终生不忘，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2017年5月22日，沅陵县人民政府向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右二）赠送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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