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趟真是来对了，银龄计划圆了我好几个
梦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铁锁，是
南开大学首批“银龄教师支教团”最年长的成员，
忆起自己去年恰好赶在70岁报名上限入选，赵铁
锁仍欣喜不已，“我于1972年成为教师，幸好赶上
银龄计划，否则我就与从教50年、在南开大学任
教40年的梦想失之交臂了。”他还告诉记者，以前

只去过新疆的北疆，到喀什大学来支教，也圆了
他到南疆看看的心愿。

刚到喀什大学，赵铁锁就感受到了学校的需
求。“学生多、老师少、资料缺，这是我的初步印
象。好在教过几十年思政课，来的时候我带了十
多个U盘，里面有我认为思政课能用到的所有资
料，此外还有讲稿和书，在住地收拾行李时铺了

满满一床，就是想给上课做足准备。”
上思政课如果完全照本宣科，学生兴趣不

大，而这在赵铁锁的课上是不存在的。“赵老师
上课很吸引人，经常会增加一些身边的案例，
注重将课本与实际结合。”听过赵铁锁课的学
生反映。

赵铁锁认为，调动学生、吸引学生，要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所以他通常会结合实践拓
展教学手段与形式。他举例说，去年恰逢建党百年，
在讲中共党史时，便通过电视剧《觉醒年代》，抓住学
生与之同情共振的关注点，和课本所学原理相结合，
以领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起到立德树人的育
人效果。赵铁锁的课堂讲稿、考题中融入诸多新疆
元素，优化教学效果的同时，也让同学们学起知识来
更易入脑入心。

新学期开始，赵铁锁忙着备课，还给喀什大学中
共党史专业拟申报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出谋划策、
整理资料、捐赠书籍，“这里的胡杨精神深深地感染
着我，我将尽力发挥余热，讲好思政课，为西部教育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赵铁锁说。

“作为退休教师，能有机会给西部高校的建
设和发展发挥余热、继续为学校和社会作贡献，
我感到很有意义，也很自豪！”南开大学首批“银
龄教师支教团”成员、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傅佩缮这样向记者描述收到银龄计划“录取”
通知时的心情，“当时报名的老师有20多人，最后
只选了我们几个人，感觉跟自己当年考上大学一
样，感到十分光荣！”
“习惯了当老师，总希望还能为教学做些

事。而且我之前没去过新疆，这对摄影爱好者的
我来说多少是个遗憾。”傅佩缮说，2018年9月退
休后，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教学工作，2021年听闻

有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立即报了名，“一
开始家人还怕我在新疆水土不服，来了之后我发
现，我很喜欢这里。”

教学生活“重启”，不同的是，工作重心除了
教学生，还包括督导老师。

64岁的傅佩缮，时常奔波在喀什大学新老校
区去给学生上课和督导教师的路上，经常早上乘
校车时天还没亮，晚上回到住地时已近12点，再备
完课睡觉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但他并不觉得辛
苦，跟记者形容在喀什大学支教的感觉是“既充实
忙碌又充满幸福感”：“退休之后乐于‘燃烧自己’，
又有可供施展的空间，能给学校建设、学生成长做
些工作，何乐而不为？”

在傅佩缮看来，喀什大学硬件设施齐全，但师
资紧缺，作为银龄教师，不仅要“输血”，还要“造
血”，给学校留下“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和社会资源。

教学之余，傅佩缮经常思考如何提升学校青

年教师的科研能力。一些青年教师不知如何开展研
究课题，他便根据自己的从教经验引导他们；督学的
时候，他就带上笔记本，旁听青年教师的课，将问题
记下来，课后再辅导青年教师……“傅老师‘手把手’
地教我们，毫无保留，督促我们尽快成长。”不少师生
在教学评价中这样反馈。

傅佩缮笑言，自己并非工作机器，除了抽空带着
相机四处转转拍照，随身带来的毛笔等练字“家伙什
儿”也派上了用场：他发挥书法特长，在收集的2000
多片银杏叶上题上字，制成精美的书签，发给课上回
答问题的学生。“这原本是鼓励学生们课上积极互
动、思考问题的，不过收到小纪念品的学生都很惊
喜，也融洽了师生关系、拉近了距离。”傅佩缮说。

第一年协议期满，傅佩缮决定继续做银龄教师：
“只要学校需要、我身体允许，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也希望有更多老师能到新疆来、到喀什大学来，一起
把这里建设得越来越好！”

“对于美术专业的我们来说，到新疆支教有
利于深入了解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所以我得知
消息后就报了名。支教团的老师们都说这一年
数我收获最多：画了100多张画。”南开大学首批
“银龄教师支教团”成员、该校文学院教授韩长利
开心地说。

他告诉记者，支教期间，他在授课之余在当
地写生采风，山水美景、喀什古城以及当地风土
民情等极大激发创作灵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他将这些积累成大量人物和山水画，
并把这段时间的生活感悟融为10期散记，在公众
号上连载，展现自己眼中的大美新疆。
“支教这一年多以来，快乐又充实，我切实体

会到新疆的发展变化，这些也用于我所讲的‘国
画人物写生’这门课，传授给学生们。我这100多
幅画也将于近期集中展出，用于文艺创作和学术
交流，助力喀什艺术创作取得新进展，用艺术教
学践行‘文化润疆’方略。”韩长利说。

在一线支教时，韩长利也注重在教学与社会
实践中，把南开大学的良好校风学风和先进教学
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经验等带到新疆，与师生们
共享，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光我来还不够，得拉上老伴儿一起来！”韩

长利笑着说，结束第一年支教后，他们夫妇和学校续
约。原来，他的夫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霞过
去这一年也陪同他前往支教。到了喀什大学后，李
春霞发现学校缺少教师，便一改“陪同家属”身份，主
动承担起教学任务，作为助教课上辅导学生，作为外
聘教授帮忙进行教师职称评定、学生论文答辩等，今
年更是积极报名并入选了南开大学第二批“银龄教
师支教团”，正式与爱人一道投入支教，这个学年将
在喀什大学进行花鸟画教学。
“能在有余力的时候，把所学惠及更多学校、

更多学生，我们感到很快乐。只要有需要，我们
就会继续干下去。”“希望银龄计划持续进行，鼓
励带动更多的银龄人士投身西部发展。”李春霞、
韩长利说。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韩长利、李春霞

“拉上老伴儿一起来”

桑榆未晚 霞光满天
——教师节，听我市高校银龄教师讲述西部支教故事

“我年轻时就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55岁退休后，觉得自己身体尚可，总希望
能有机会再上讲台，想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
没想到，自己还真的在晚年感受了一次‘诗与远
方’。”南开大学首批“银龄教师支教团”成员、该
校化学学院副教授姜萍说，她热爱教育工作，喜
欢孩子们，和学生们在一起会觉得自己也充满了
活力，所以去年65岁的她看到银龄计划的通知，
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当时我中午填的表，下午就
接到喀什大学的电话，邀请我去。”准备档案、体

检、公示……办理好一切手续，去年10月初，姜萍
来到喀什大学。
“退休10年后重返讲台，我曾顾虑过是否还

能适应，没想到一融入课堂特有的氛围中，周身
细胞就被‘激活’了。”姜萍说。

教学督导、根据当地教材内容从头开始备课
和做教案、上实验课、给百余名学生逐个批改作
业……姜萍表示，来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忙，但看
到勤奋好学的青年教师和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
她就充满了动力。

不只满足于将课教好，姜萍还希望学生们切
实提高学习成效。发现学生课上不好意思问问题、
课下习题又不会做，姜萍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法，渐渐地，学生们喜欢上了这个慈祥爱

笑的长辈，大家的学习也有了起色。姜萍去年来支教
时，班上大一新生凯迪尔耶期中考试不及格，经过师
生共同努力，今年年初补考，她考了65分。
“来新疆将近一年了，我爱上了新疆，爱上了喀

什大学，爱上了这里的同学们，他们朴实无华、待人
礼貌热情。所以只要这里还需要我、只要我身体还
行，我会继续站在这里的讲台上，和孩子们一起努
力。”姜萍说。

今年6月，喀什大学举行2021—2022学年银龄计
划、疆内“组团式”精准支教工作总结表彰大会，韩长
利、赵铁锁、姜萍、傅佩缮4位南开大学银龄计划教师
全部被评为“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如今，他们4人和
李春霞将作为2022—2023学年南开大学银龄计划援
派教师，继续赴新疆喀什大学开展教学工作。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 姜萍

“晚年再次感受‘诗与远方’”

■ 本报记者 姜凝

2020 年，教育部

从61所部属高校选派

退休教授、副教授146

人到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塔

里木大学、滇西应用技

术大学 3所高校支教

支研；去年选派名额增

至300余人，受援高校

扩大到西部 10 所院

校——这便是高校银

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实施高校银龄教

师支援西部计划，旨在

号召更多高校优秀退

休教师，继续发挥自己

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和专业优势，助力西部

高校提升立德树人、队

伍建设和科研创新能

力，推动西部地区高校

“双一流”建设。

2021 年秋，南开

大学首批“银龄教师支

教团”成员赴新疆喀什

大学支教。

9月 9日，由中宣

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

《闪 亮 的 名 字 ——

2022最美教师发布仪

式》播出，其中，高校银

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教师团队获评“最美教

师团队”。南开大学退

休教师韩长利和另外4

位老教师作为银龄教

师代表上台领奖。

据天津大学人事处处长栗大超介绍，自
教育部实施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以
来，天津大学高度重视此项工作。2020年，
在未指定对口支援高校的情况下，天津大学
主动对接首批3所试点受援高校，了解专业
需求后，在全校范围内组织遴选，选派银龄教
师支援滇西应用技术大学。2021年，确立天
津大学对口支援新疆政法学院，天津大学成
立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动员
全校退休教师积极参与，充分发挥退休教师
的政治优势、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选派银龄
教师支援新疆政法学院。

天津大学银龄教师充分发挥光和热，
在受援高校讲授多门课程，协助受援高校
申请获批研究室，传、帮、带多名年轻教师，
带领学生广做设计实践，支援工作得到受
援高校高度认可。已有首批支援的银龄教
师在受援高校工作至今。根据新疆政法学
院全年招聘的需求，今年天津大学将持续
动员全校退休教师积极参与，选派优秀银
龄教师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推进受援高校
全面发展。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2—2023学年高校
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
知。2022年起，拟将西部职业本科院校纳入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范围，增加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
学、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新疆天山
职业技术大学等10所高等职业院校作为第
三批试点高校。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作
为天津市属高校首次入选高校银龄教师支
援西部计划。

该校党委教师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校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和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精神，充分发
挥学校办学特色和“双师型”教师优势，选派
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高、在职业教育领域
享有威望的退休教师，采取传、帮、带的方式，
以课程教学、教学指导、课题研究、团队建设
指导为主，以长短期授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指导受援高校教师做好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把先进的职教师
资培养方法和科研理念传授给受援高校教
师，推进新时代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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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西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赵铁锁

“这趟来，圆了我好几个梦”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傅佩缮

“能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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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队伍中，

有一个特殊群体：他

们两鬓斑白，却热情

不减，退休后积极参

加高校银龄教师支

援西部计划，重新站

上讲台，到西部发挥

余热，致力于推动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发

展。他们虽已过花

甲之年、有人甚至年

逾古稀，却依然行进

在教书育人的道路

上。9月10日是第

三十八个教师节，记

者连日来走访了多

位我市高校银龄教

师，聆听他们的故

事，传递他们的精神

与力量。

459名高校退休老教师为西部地区10所高校、
236个专业、679门课程到岗教学，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傅佩缮制作的银杏叶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