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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开开车车碾碾死死民民警警，，一一审审获获死死刑刑
当日逃避涉毒检查，辩称当时没看到，当庭要上诉

本报青岛8月18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讯员 吕佼） 18日上
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青岛民
警遭涉毒人员碾轧身亡案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人崔思峰被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0430
元。崔思峰当庭表示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10日
10时许，青岛市北区公安分局华阳
路派出所民警王鑫在沾化路某旅馆
进行清查时，查获吸毒嫌疑人孙某、
汤某，孙某交代毒品系被告人崔思

峰提供，民警遂对孙某暂住的旅馆
进行布控。当日14时30分许，民警发
现崔思峰驾驶丰田汉兰达越野车到
该旅馆找孙某，遂上前亮明警察身
份，并要求崔思峰出示身份证。没承
想，崔思峰非但不配合检查，反而还
试图驾车逃窜，在随后的追捕过程
中，民警王鑫被崔思峰开车撞倒并
反复碾轧，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7月24日，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
人崔思峰曾当庭翻供，坚称自己当
时并没有看到车头右侧的被害人王
鑫，当时他看到警察后，只是在倒
车，并没想逃跑，也没有向前冲撞的
行为。对于碾过被害人的身体，崔思
峰辩称，当时并不知道轧到人了。

法院审理认为，崔思峰明知公

安人员在执行公务，拒不接受检查，
暴力抗法，驾车冲撞、反复碾轧致执
法公安人员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崔思峰犯故意杀人罪
成立。此外，被告人崔思峰先前曾两
度因涉毒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
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
依法应予从重处罚。另查明，因被告
人崔思峰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有丧葬
费、陪护费30430元。

18日，青岛市中院对本案作出
判决，一审判处崔思峰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0430元。

“支教岛”岛主李淑芳为孩子升级园丁

她她家家的的房房子子五五年年住住了了440000多多乡乡村村教教师师

自掏腰包四万元

启动助教资金

暑假即将结束，一行50人
从菏泽曹县前来青岛接受培
训的中层干部及老师们满载
而归，满怀期待开启新学期的
工作。而帮助他们完成此趟行
程的，是一个名为青岛“支教
岛”的爱心公益组织。“虽然只
有一周培训，但参观很多学
校，和这里的校长老师交流
后，给我内心带来的感慨和震
撼是巨大的。”临走时，曹县曹
城办事处第三小学老师张钦
秀感慨道。

青岛“支教岛”成立于
2005年，由原来的“琴岛教师
成长工作室”发展而来，是由
青岛市教育局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李淑芳发起成立。

“因为我来自农村，后来
又在农村学校教过书，一直很
关注农村教育现状及教师成
长困境。我也特别想为他们的
改变做点什么。”今年49岁的
李淑芳来自即墨市移凤镇。
1985年，从即墨高等职业中专
毕业后的她进入当地的一所
村办小学教书。

因为来自农村，李淑芳
一直关注农村教育。她发现，
由于环境相对闭塞，十几年
来 农 村 教 育 并 没 有 长 足 改
善。在长期的教师培训和阅
读教育书籍过程中，李淑芳
认为，只有改变教师的教育
理念和教育方式，才能从根
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实施素
质教育。

2005年一次教师评课活
动中，李淑芳将这个想法和刚
从青岛市职业技术学院退休
的周加惠教授进行交流。曾经
在农村任教的周老，对农村教
育也非常有感情。没想到两人
一拍即合，决心为农村教师培
训干点事儿。

2005年，李淑芳拿出四万
元,周老捐助5000元作为助教
资金。周老师同时邀请青岛四
位“齐鲁名师”加入团队。就这
样，在青岛市教育局的支持下
创立了全国首个致力于农村
地区学校发展及教师成长的
公益组织——— 琴岛教师成长
工作室。

送教下乡

城乡老师同上一堂课

从2005年到2015年，工作
室经过十年发展，从最初的几
人组成的公益组织慢慢成长
为辐射山东甚至全国的“支教
岛”，成员已有2000人。

“支教岛”成立的初衷是
为农村教师进行免费培训，
帮助农村教师成长。然而，农
村教师人手少、费用不足，走
不出来怎么办？送培训下乡！
根据乡村教师的要求，2006
年，“支教岛”启动了送教下
乡“同课异构”实境研修培训
模式，课堂变成了培训现场。
城乡老师同上一堂课，课文、
学 生 都 由 偏 远 学 校 的 老 师
定，课后现场点评两个老师
的优缺点。“参与‘同课异构’
的偏远学校老师，往往会恍
然大悟，原来只要多讲一句、
引导一下，就可以把先进教学
理念融入到课堂上。”李淑芳
说。

十年来，“支教岛”送教下
乡达到954节。送课到达地域，
除了青岛郊区学校，还有青岛
市外农村小学，如济南、烟台、
潍坊、威海、菏泽、鄄城、曹县、

临沂等地。“支教岛”的送课足
迹还遍布了秦皇岛、河北沧
州、河北凤凰山、内蒙古、贵州
镇宁县、贵州安顺等省外农村
学校。

“支教岛”里除了李淑芳，
令老师们敬佩的还有一位老
前辈——— 周加惠，今年71岁的
周加惠老先生把自己退休后
的10年时间都奉献给了“支教
岛”。“我参与的领着老师下乡
送课就有772场，每一场送课
都有记录。”17日，周老师当场
给记者展示了下乡送课记录。

让出新房

给受训老师当宿舍

为了拓宽农村教师成长
渠道，除了送教下乡外，2011
年5月，“支教岛”启动了外地
农村教师来青岛名校挂职研
修活动。然而，有些农村学校
培训经费不足，教师们很难实
现培训。

17日，记者来到位于崂
山区的西韩新苑小区一套房
子里。这里就是“支教岛”的
大本营，也是外地来青培训
教师的“家”。房内整洁朴素、
干净亮堂，家具家电齐全，一
个大书柜上整齐地摆满了书

籍 、墙 上 贴 着“ 来 吧 ，亲 爱
的……”“我成长，我幸福”等
彩色字帖，让人倍感温馨。不
过，对于房子的事，李淑芳并
不愿意多谈。

倒是“支教岛”一名熟知
此事的志愿者偷偷地告诉记
者，这套房子其实是李淑芳
和她爱人在5年前用20年积
蓄购买的新房。但一家人并
没有搬进来住，而是一直“蜗
居”在一套70平米的老房子
里。

对于“支教岛”屋里的每
一个家具，周加惠老师称都
是“有故事的”。“电冰箱和微
波炉是海韵琴行捐助的、空
调是海利尔药业杨博涛捐助
的、电脑是一个美国老师捐
助的，薛跃娥也把自己获奖
得 来 的 电 脑 捐 给 了 支 教
岛……”至今已有四百多名
乡村老师住过该房。

“支教岛”十年坚守，通
过双向学习，共有15 . 5万名
教师从中受益。“捐助一名孩
子只能解决一名孩子有学上
的问题，帮助一位老师，可解
决无数孩子上好学的问题。”
这就是李淑芳送教下乡的初
衷，至今，“支教岛”已经培训
了六万多名农村教师。

从不敢大胆表达

到全国比赛拿冠军

“支教岛”对教师的影响到底有
多大？受其帮助的老师最有说服力。

农村小学教师于美兰如今在圈
内已小有名气。“我在职业道路上能
获 得 这 么 大 收 获 ，要 感 谢‘ 支 教
岛’。”2007年，在即墨蓝村第二小学
教书的于美兰，加入了“支教岛”。

在“支教岛”的网站上，每天老
师们都会就一个教学问题讨论得很
激烈。然而担心自己说不好，于美兰
最初只看其他老师评论，不敢发表
自己的看法。后来在其他老师的鼓
励下，于美兰有了改变。“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每天都充满了阳光，我更
加学会了思考。有时我下班骑着自
行车，脑海中都在想问题。”2008年，
于美兰被李淑芳邀请到青岛学校来
上课。为了上好这堂课，于美兰和教
研组的老师们不断磨课，最后竟然
得到点评老师的“好评”。

“原来我们农村老师也可以变
得很优秀。”于美兰信心倍增。随后
于美兰多次跟着“支教岛”老师去莱
西、平度、菏泽等农村学校送课，和
其他名师交流探讨，业务水平不断
提高。后来，在一次全国优质课比赛
中，于美兰获得了一等奖。

“支教岛”的另一名受助农村小
学教师、同时也是“支教岛”成员薛
跃娥被评为最美山村教师。“之前，
我就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可是
加入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后，李淑
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是从心
底为教育好的老师。”薛跃娥说，是
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给了她这样的
成长与机会。 本报记者 李珍梅

受助者说在青岛有这样一个爱心团队：组织名师下乡送课；接受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来青培
训；坚守十年，培养出六万优秀农村教师……这就是成立于2005年的教师成长联盟———
青岛“支教岛”。“支教岛”创办人李淑芳腾出自己的新房，给前来培训的农村老师当宿舍。
十年来，“支教岛”志愿者成员由最初的几人发展到两千人，培训足迹踏向济南、菏泽以及
贵州、河北等地。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珍梅

18日，青岛市中院一审判处崔思峰死刑。
本报记者 杨广帅 摄

支教岛创办人李淑芳（右三）和她的志愿者团队。

“支教岛”元老级志愿者周加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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