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那时的小向（向巴
曲珍的昵称）已经上初二了，是
重藏首届昌都班的学生。春游那
天，学校的领导都去了，校长李宗
良也在其中。作为一校之长的
他，在小向心中是严肃的、不苟言
笑的，甚至是冷漠的,令人有些害
怕的存在。

“孩子们，菜来喽！”嬉笑中的
小向一回头，出现在眼前的竟然
是李校长，她下意识地收回了脸
上的笑容，赶紧坐好。李校长一
边往桌上端菜，一边说：“别那么
拘束啊，孩子，看年纪你应该和我
女儿差不多大吧？”说着，他微笑
着揉了揉小向的头发。调皮的丁
增卓嘎起哄：“叫爸爸，叫爸爸！”
小向害羞地红了脸，李宗良却爽
朗地笑了：“当然可以叫我爸爸
啦，我就是你们的校长阿爸啊！”

从此，李宗良就成了这群女

生的“李爸爸”，小向有了自己的
汉族名字：李水。

李爸爸是从“上善若水”、“天
道酬勤”和重藏的核心理念“和
泽”中各取一个字，给10个女儿
取了汉族名字：李上、李善、李若、
李水、李天、李道、李酬、李勤、李
和、李泽。

小向专门去图书室查阅了资
料，她知道了“上善若水”的意思
是：最美好的品格、高尚的情操，
应像水一样，水滋养万物、造福万
物却与世无争；“天道酬勤”是说
天意会厚报那些勤劳勤奋的人。
查阅中，小向还知道重藏的办学
理念“循道致和，泽被汉藏”，是她
同学、好朋友达瓦卓嘎的名字的
出处。

李爸爸不只是10个女儿的
李爸爸了，初2017级3班的孩子
们提到他都叫李爸爸了，学校的

孩子们口中也称他李爸爸了……
教室外，总有李爸爸巡视的忙碌
身影；食堂里，有李爸爸关切询问
孩子们饮食的笑脸；寝室里，李爸
爸给这个孩子掖掖被子，给那个
孩子理理床单；春节时，李爸爸总
是陪孩子们一起看烟花、守岁，为
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挥泪
告别重藏时，每个孩子难舍的是
老师、同学和校园熟悉的一草一
木，还有那位陪她们走过春夏秋
冬的慈祥的李爸爸……

“哺育深恩胜父母，跪乳难表
赤子心”，这是毕业生央拉写给西
藏中学生活老师的一句诗。其实
这句诗代表了许许多多藏族学生
的心声。它也是西藏中学生和老
师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不是
父母，胜似父母。

都说父爱如山。生活老师黄
建洪对孩子们的爱真就是如山一
般厚重而深沉。走进黄建洪老
师，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两鬓微
霜，背已经有些佝偻的普通男子，

曾经是一名军人。今年54岁的
他，自退伍便来到这个学校工作，
在这个学校已经走过了 22 年
了。他见证着西藏中学的发展，
更见证和感受着孩子们的成长。
22年，可以说他把全部的青春都
献给了学校，献给了藏族孩子们。

对重庆西藏中学校的藏族孩
子来说，十一二岁便远离故土亲
人，来到内地求学，一呆就是 3
年。如果加上高中，他们有6年
的时间吃住全在学校。这就意味
着重庆西藏中学校既要办校又要
办家，学校既是校园也是家园。

办校办家，如何营造民族大
家庭的和谐温暖？藏中人寻找到
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以心换
心，以爱传爱。

“爱是教育的前提，尤其是民
族教育，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
的真情，就谈不上办好民族教
育。”李宗良说。

不忘初心 用爱办学 让校成家

学校一手抓智育，一手抓德
育，共有四个文化特色，分别是

“军民共建”红色文化，“生命教
育”绿色文化，“人本关爱”爱心文
化，“民主管理”自助文化。

阳洋，重庆市西藏中学德育
处副主任，曾担任重庆市西藏中
学校团委书记，先后获得重庆市
优秀共青团干部，沙坪坝区优秀
党员、共青团干部，沙坪坝区教育
系统优秀党员称号。

“令我欣慰的并不是这些头
衔，而是我的学生们在西藏的各
个岗位有着出色的表现，并做出
了贡献。”阳老师说。“我爱人蒙琳
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一直担任
高中班主任、年级组长，从女儿出
生的04年到17年整整14个年头
里，我们都没有在家里过过除夕
夜，现在女儿读高中了，也住校
了，我们夫妻更是很少陪伴在孩
子身边，真的是很愧疚。”阳老师
说。

由于很多西藏孩子家庭条件
不好，藏区气候寒冷，没等过年就
已经大雪封山了，将近一半学生
过年都要留校，阳老师自告奋勇
地坚守在第一线上，一呆就是14
年，他将留下来的学生以年级为
单位形成新班级，组织大家进行
拔河比赛、包饺子、吃火锅、看重
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参加社团、文
体、志愿者等活动。

07级的学生会主席，家庭十
分贫困，阳老师每月从自己的工
资中拿出一部分给他当零用钱，
还将自己的衣服送给他，这名学
生目前已经回到西藏成为了一名
警察，他十分感恩阳老师对他的
照顾。

“重庆西藏中学校是一个特
殊的学校，学生95%都来自西藏，
我们的德育工作一条线是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一条线是开展常规
教育。”由于很多学生来自西藏偏
远地区，那里卫生条件差，初一来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如何
洗脸、洗脚、洗澡及定期理发，这
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在这里都要
手把手地去教，很多工作都是看
不见的。

平时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
活，阳老师和其他德育老师们组
织大家看电影，带着大家军训，开
展科技等趣味活动，让大家离开
家乡也不觉生活孤单。

“其实，整个学校的德育工作
取得如此令人骄傲的成绩，得益
于学校的精细管理、得益于德育
队伍的团结进取。我个人取得的
些许成绩，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重庆市‘最美教师’，校德育处主
任陈敏。”阳老师说。

陈敏，2017 年获评重庆市
“最美教师”。

她一身正气，信念坚定。作
为“沙坪坝区教育系统优秀党支
部”的书记，不管是党员教育学习

的落实还是藏族学生思想教育阵
地的建设和把关都亲力亲为，正
向引领。

她大爱无私，堪称最美。爱
校如家，爱生如子，教学中她潜心
课改、投入课堂，教学方法灵活，
深受学生的喜爱，教学成绩名列
西藏班（校）前茅。生活中她对学
生既严格要求、又悉心呵护，使藏
族学生体会到民族大家庭的温
暖。担任德育处主任13年来，她
每逢节假日，都与学生一起度过，
却没有时间回老家陪伴重病在
身、瘫痪在床的父亲。

在陈敏的带领下，优秀、高效
的德育团队为学校的安全稳定、
和谐发展以及优异的教学成果提
供了坚实保障；为党和国家接班
人的培养，汉藏学生的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

罗谢颖，重庆西藏中学校科
技社团负责人，“我们学校科技社
团始于2009年，开创了藏族学生
参加科技比赛的先河，10年来每
年在区、市、全国的比赛中获奖。”
罗老师说。

近年来，重庆西藏中学校的
科技社团活动由点向面全面铺
开，科技大篷车进校园、校园智力
运动会、学校科技馆开放周、机器
人选修课等科普活动已形成常
态，让以往除了由“尖子”参加竞
赛转变成人人都有参与科技活动
的机会。2019年的青少年创新
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小学信
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等大赛事
涉及班级占学校总额的70%，真
正做到了“科普”，学校也被评为
沙坪坝区科普基地。

初2019届学生扎西平措来
自藏北阿里牧区，入学时无论是
体格还是成绩实在不算起眼，长
此以往也开始有些沮丧，罗老师
鼓励他参加科技社团活动，从一
开始的完全不会到渐渐上手，不
仅在全国青少年创新与实践大赛
的决赛中获得一等奖，更重要的
是自信心得到了提升。

高2020届学生陈煜文和搭
档强巴次成在2018年的NOC全
国决赛中满分完成比赛，获得了

“NOC之星”的殊荣。
近几年来，重庆西藏中学校

科技社团学生参加重庆市及全国
中小学科技创新与实践大赛，13
人次荣获全国一等奖，17人次获
得重庆市一等奖，7人分别被授予
全国科技创新之星、重庆市科技
创新市长奖和沙坪坝区科技创新
区长奖、区长提名奖。

一群特殊的教师在歌乐山
上，传承着红岩品格、谱写着爱的
篇章，奋斗在重庆西藏中学校这
所特殊的学校里，奉献在民族教
育事业中！

陈曦 周珣 古月
图片由重庆西藏中学提供

德才兼备 构建文化特色

学校举行“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型主题活动

数学是严肃而枯燥的，如何
让学生愿意上，怎么上，成为了教
学的一个难点。

陈丽，重庆西藏中学校中学
数学教研组组长，她通过多年的
积累与探索，创新了一套独特的
教学理念，让数学课变得不枯燥，
学生成绩提升快，学习积极性高
涨。

“以前上课都是以老师为主
导，现在改革后我们尽可能地发
挥学生的主导地位。”陈老师让学

生了解什么是思维导图，并且将
班上学生分组进行学习，对某一
个章节进行思维导图的构建，上
课时每组派代表对每一个章节每
一个知识点进行比较分享，其他
组成员再进行讨论，反复滚动学
习。

课堂气氛活跃，语言风趣幽
默，这是陈老师数学课的一大特
点。

“谁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在陈丽老师的课堂上，经常会听

到类似的调动学生情绪的语言，
课下陈老师经常看一些动画和漫
画，把教学语言代入到经典的场
景中，让学生迅速地融入其中。

“小学是浅层次的一个集合，
初中是动点到定点的集合，高中
则是元素的集合，高中数学变得
更抽象，更概括了。小学、初中、
高中的数学是截然不同又息息相
关的，不灌输知识，让学生自主地
去比较去感受三个阶段的不同尤
为重要。”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2014级一名藏族男同学，因
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身体残疾，
一只手不能动，走路也不方便，入
学成绩不好，数学又晦涩难学，一
度陷入了沮丧中。陈老师找到
他，多次与他谈心交流，从学习方
法上告诉他把不会的圈起来，下
课后陈老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帮助他一一解答，从心理上给他
鼓励，告诉他要坚持不放弃，作为
家里的大哥哥，一定要给弟弟妹
妹做一个榜样，因为家庭困难更
要坚定目标改变人生。通过陈老
师的帮助与自己的不懈努力，高
一到高三的3年时间里，这名藏
族男同学在数学上逐渐有了起
色，毕业时以全年级数学第7名
的好成绩回报了自己回报了陈老
师。

杨励，重庆西藏中学校英语
教研组组长、中学英语高级教

师。为了深化课堂改革，她从不
放弃任何一次自我学习的机会，
先后获得沙坪坝区第六届导师制
优秀学员的称号，现场课被评为
全国内地西藏班第二届教师课比
赛一等奖、西藏自治区首届初中
英语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等殊
荣。多篇论文在各级评选活动中
获奖并在各级刊物上公开发表。

藏族学生英语基础薄弱一
些，完全按照常规备课方案很难
教得会、听得懂，不改革不去转变
学生就会不愿学，慢慢地形成恶
性循环。杨老师摸索出了一个好
方法，在备课时会准备一些简单
的英文动画片，英文图文新闻以
及学生们津津乐道感兴趣的话
题，反复推敲内容，让学生们能够
记住里面关键词和短语。

作为组长她经常组织组员讨
论课题，各抒己见，将自己所学所
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通过讨论
有所收获。以前大家觉得搞课题
困难重重，杨励老师帮助大家以
参加赛课、公开课的形式提升老
师们的参与意识，从中收获成果，
让课题由难变简，形成了良性循
环。目前由她带领的课题已开展
7个。

“我想把更多的学习机会给
大家，让大家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只有观念的改变，教学才会改变，
学生才会真的受益。”她说。

因材施教 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学

罗谢颖老师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陈敏老师的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揭开重庆西藏中学校的育人密码

用心用爱 静待格桑花开
在歌乐山森林的怀抱处有一所特殊的学校——重庆西藏中学校，在办学的34年中，学校一直不忘为党育人的初心，牢记“培养维

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战士、建设新西藏的骨干、传播现代文明的模范”的神圣使命，既办校，又办家，让西藏学生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
的温暖。

在重庆西藏中学校中有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从事着最艰苦最特殊的工作，他们经常为了学生放弃寒暑假、
节假日，甚至周末休息日。他们拼搏进取、开拓创新，为西藏建设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这群教师们用切实的行动诠释着“四有好老师”的真正内涵，校园中俯拾即是的是他们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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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