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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地图、播报天气、做弟子规操

河北易县：“地图”德育的大文章
本报讯 （记者 禹跃昆） “我国幅

员辽阔， 河湖众多。 东北地区主要有黑
龙江、 松花江、 辽河， 中部地区主要有
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 近日，
河北易县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徐正坤在
几分钟内画完中国水系地图后， 开始播
报中国水系概况。 而在学校若水楼前的
小广场正中央的地上， 用水泥制作而成
的巨大的中国水系图上， 几名学生正在
相应的河流上， 用隶书、 行书、 楷书等
字体进行地书标注。

“我校坐落在易水河畔， 是在2010
年确立的‘上善若水’ 的办学理念。”
易县第一小学校长邢成军介绍说， 学校
挖掘和归纳水的优良品质和内涵， 凝练
出“正、 善、 容、 韧、 韵、 清、 灵” 七
大若水核心品格， 并把这七大品格转化
成具体的德育目标， 并随年龄的上升而
递进， 每个年级又分成七个德育目标，
六个年级共42个德育目标， 这42个德
育目标以三字经的形式， 组成了学校完
整的若水德育体系。

易县古称易州， 因易水得名， 迄今
已有1400年的历史。 悠久的历史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 清西陵皇家文化、 紫荆
关长城文化、 狼牙山红色文化等举世闻
名。

为发挥资源优势， 将丰富的家乡文
化和学校德育有机结合起来， 创建个性
鲜明的特色学校， 自2011年起， 易县
教育局开展了“家乡文化进校园” 活
动， 要求全县每个学生都要掌握手绘中
国地图、 播报天气、 做弟子规操三项本
领， 每年拿出5万-10万元对先进学校
进行奖励， 有效地丰富和拓展了德育活
动的载体。

“手绘中国地图和播报天气预报，
看似小事情实则大文章， 我们成年人也
不一定能完成这两个任务。” 大龙华中
心小学校长佟荣喜说， 从小培养学生
“祖国在我心中” 的爱国主义精神， 有
效提高了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口语表达
能力和肢体语言表现力等综合素质。

针对这项活动， 学校为每个学生建
立了活动档案盒， 将每次的手绘地图稿
存入盒中， 记录下孩子们从不规范不标
准到规范标准的绘图全程， 毕业时学校
会把这个档案盒作为毕业礼物送给学
生。

此外， 大龙华中心小学创新形式，
把国学教育和体育、 音乐、 舞蹈结合起
来， 先后创编了弟子规操和弟子规舞，
学生每天利用课间操时间， 边做边诵，
边跳边诵。 学校还把弟子规包含内容归

纳为实实在在的113件小事， 分解到日
常学习生活中， 让学生天天有目标， 时
时有进步。

在全县普及手绘中国地图、 播报天
气、 做弟子规操三项活动的基础上， 各
校集思广益， 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
创新， 第一小学画水系、 播水系； 狼牙
山小学画山、 播山； 紫荆关小学画名
关、 播名关； 塘湖回民小学画民族分布
地图， 播少数民族简况； 西陵小学播古
都， 西山北小学播国防， 高陌中心校播
省市简称含义。

“狼牙山是英雄之山， 向我们传递
了爱国、 坚韧的狼牙山精神。” 在狼牙
山小学， 六年级学生连玮在迅速画完中
国山脉图后， 开始字正腔圆地播报祖国
的名川大山。

狼牙山中心小学就坐落在狼牙山脚
下， 学校以这种红色文化为依托， 充分
挖掘狼牙山五勇士的精神， 将其融入到
学校的特色文化建设中， 开展“仰山教

育”， 培养具有山一样品质和英雄情怀
的时代新人。

为了进一步改变空洞说教的德育方
法， 全县鼓励学校采用现场体验式教
学， 让学生走出校园， 走入社会， 向历
史、 群众和实践学习。 目前， 各校充分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形
成了以狼牙山等革命圣地为代表的红
色德育基地， 以易水湖等秀美山水为
代表的绿色德育基地， 以清西陵、 紫荆
关等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为代表的紫
色德育基地。

易县教育局局长许俊良认为， 家乡
文化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
沃土， 让家乡文化资源走进校园、 走进
课堂、 走进学生心灵， 使德育工作生活
化、 形象化、 具体化， 可以提高德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现在， 无论走进易县哪所学校，找
到哪个学生，都能手绘中国地图、播报天
气、做弟子规操。 ”许俊良告诉记者。

内蒙古实施“十个全覆盖”校舍建设及安全改造工程

兜住农村牧区教育的底
■本报记者 郝文婷

四月的一个下午， 记者走进内蒙古
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乡三合村小学，校
园里十几个孩子正在一块崭新的足球场
地踢球， 旁边一位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男
教师边看边指导。而在此前，三合村小学
一直在村子西南角的一块洼地上， 别说
踢球，下雨天走路都成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各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 如同曾经的三合
村小学一样， 在内蒙古农村牧区依然存
在校舍破旧或短缺现象。

据统计， 截至2013年底， 内蒙古
中小学校尚有4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存
在， 它们大多是村小或教学点， 有的原
本在撤并规划中没有进入全国的校安工
程项目， 有的因地方财力有限没能得到
集中修建。 与全区2800多万平方米的
中小学校舍面积总量相比， 这些校舍只

占绝对少数， 但这却正是农村牧区教育
的“底”。

兜住这个“底”， 是发展农牧区教
育的基本。 从2014年起， 内蒙古自治
区实施保障民生的“十个全覆盖” 工
程， 其中教育领域配合实施“校舍建设
及安全改造工程”， 着重破解因长期对
农村牧区投入不足而造成的校舍破旧和
设点不足的问题， 力争3年内让农牧区
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

经过将近一年的摸底和论证， 内蒙
古规划3年内全区将新建、 改扩建学校
1276所， 总面积达98万平方米， 规划
投资约23亿元， 其中新建和恢复小学
78所、 教学点116个、 幼儿园553所，
主要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农村地区，
满足农牧区孩子就近入学、 有入园愿望
的适龄幼儿全部入园。

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推进， 内蒙古
将工程列出时间表全区整体推进， 年度

任务目标列入自治区对各盟市的年度考
核中， 并要求新建、 改扩建学校都必须
达到国家要求的抗震设防及综合防灾标
准。 据统计， 截至2014年12月底， 全
区累计竣工并交付使用学校 （幼儿园）
381所， 共21.78万平方米， 累计投入工
程建设资金4.31亿元， 其中自治区本级
投入1.91亿元。 2015年， 自治区教育厅
建立工作通报制度和盟市互查的督查方
式， 以推进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合村小学新建校舍后， 当年学
生大幅回流， 新增了一个年级。” 义隆
永乡学区校长张银龙说。 义隆永乡学区
校共有13所小学 （幼儿园）， 2014年学
区内8所村小的危房全部完成修建。

“有时候我也想送孩子去城里上学，
但孩子太小， 实在舍不得。” 东宝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家长胡玉凡如是说， “好
在学校去年新建了校舍， 还增加了滑
梯、 足球等， 孩子每天都很高兴， 我们

也就坚持留了下来。 如果师资方面能再
加强一些就更好了。”

如同胡玉凡的期盼一样， 兜住农村
牧区教育的底， 除了给老百姓在家门口
建好安全的校舍， 更重要的是办好学。
在距离三合村小学约10公里的东湾子村
小学， 五年级的孟丽娜在音乐老师的伴
奏下欢快地唱着蒙古族民歌。 张银龙告
诉记者， 为了保证村小的教学质量， 从
2012年起， 学区实施了中心校优秀教师
到村小轮岗交流的制度和音体美教师走
教制等， 让农牧区的孩子上好学。

2015年， 内蒙古在全区强力推进教
育信息化建设， 要求全区60%以上的旗
县开通并有效应用“同频互动课堂” 教
学， 实现城乡学校师生在线同频互动教
学、 网络教研和在线学习， 利用信息化
手段将优质资源同步传送到乡村薄弱学
校， 以解决农牧区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
难题。

■新闻速递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教师发展中心在无锡成立

本报讯 （通讯员 周丹） 近
日，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教师发展中
心在江苏省无锡市正式揭牌成立。

仪式上，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
长朱小蔓与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
东共同签署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与
无锡市教育局合作共建“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教师发展中心” 协议。

据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教师
发展中心今后将以落实教育改革发
展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 以
满足一线基层学校和教师发展的实
际需求为导向， 结合中国陶研会特
色优势， 面向区域乃至全国开展基
础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培训和实验项目建设等工作。

山东高密

从“小”处着手促学生全面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地处

偏远的小学校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高密市土庄
小学了解到， 该校从“小” 处着手
开展活动， 举办手抄报比赛， 灵活
开放图书馆， 利用有限的条件对学
生进行素质教育。

农村地区电脑普及率低， 打印
条件有限， 土庄小学一直坚持着办
手抄报的传统。 学生个人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搜集材料， 精心安排编
制小报。通过班级内部交流比赛、全

校评比表彰展示，增强学生的创新意
识，收获荣誉感。

在很多乡镇学校， 图书馆只是
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 土庄小学全
面开放图书馆， 不仅在下午大课间
向学生个人敞开， 还推出以班级为
单位的集体借阅方式。 班里每次可
借阅30本， 学生相互传看。

“我们对师生提出的目标要小，活
动的切入角度小，符合学校实际条件，
积小成大，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目的。 ”土庄小学校长张振志说。

政府引导、社区主体、学校支教

湖南常德：试点“四点半学校” 破解托管困局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龚跃虎） 近

日， 笔者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
道方家巷社区“四点半学校” 看到， 一
间50多平方米的教室里黑板、 桌椅、
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 10多名三至六
年级的小学生正在安静地看书、 写作
业， 隔壁还有阅览室和休息室。

该社区书记李立波介绍， 学校自
去年5月份正式开班以来， 每周一到
周五的下午四点半到六点， 市四中的
老师都会轮流过来为孩子们辅导功课。
此外， 社区还专门聘请了一名老师，

负责孩子们的接送登记和与家长的沟
通联系。

近年来， 在推行素质教育和学生减
负的大背景下， 城区很多小学大都在下
午四点半左右就已放学， 但家长一般要
在下午六点以后才能下班回家。 在这近
两个小时的“监管” 真空期里， 孩子该
去哪儿， 安全又如何得到保障？ 这成为
了不少忙着上班、 无人照看孩子的家长
们一直揪心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 湖南省常德市有效
整合各类资源， 采取政府引导、 社区主

体、 学校支教的方式， 从2014年开始
在城区主要社区启动“四点半学校” 试
点， 让孩子们放学后有了一个快乐、 安
全的好去处， 受到了广大家长和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常德市要求每个大型社区均设立
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 配齐相应
的教育教学设备， 并免费向孩子们开
放图书阅览室、 文体活动室、 文化资
源信息共享室等社区文体活动场所。
同时， 明确在已开办“四点半学校”
的社区要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聘

请3名以上的社区内及周边学校教师或
有棋琴书画、 体育音乐等一技之长的社
区志愿者担任兼职辅导员， 对孩子们进
行学业知识、 生活常识方面的辅导和文
体兴趣培养。

目前， 除最先试点的康桥、 体育东
路、 方家巷、 紫桥四个社区外， 该市主
城区92个社区中已有79个设立了“四点
半学校”， 每所学校校均投入经费在5万
元以上， 装备图书5000册、 课桌椅20
套、 品牌电脑5台和象棋、 围棋、 乒乓球
桌等益智健体器材10套以上。

科普进校园
激发探索情

为配合全国少先队“红
领巾阅读推广计划”， 近日，
由枣庄和青岛两市有关部门
联合发起的“阅读大篷车”
校园公益活动———“科普进
校园” 系列活动启动， 为孩
子们创造了一次走近科学、
了解科学、 实践科学的机
会。

图为小学生在观看“美
丽地球” 科普图片。

胡乐彪 摄影报道

老师，请注意
学生的写字姿势
■陆红纲

女儿10岁了， 读四年级， 按老
师要求， 买了字帖， 兴致很高， 每
天都要写上一篇或多篇。 这让我对
老师打心底里产生敬意。 但观察女
儿练字的过程却有些失望。 她把笔
杆握到了大拇指的根部， 如此， 手
指运行不开， 写字自然受到了影
响。 问孩子： 老师让描红练字， 有
没有要求注意写字的姿势啊？ 女儿
说： 没有啊。 这让我颇感意外。

笔者因为工作原因， 有机会到
中小学、 幼儿园走一走。 发现在各
学段的学生里， 姿势不正确的竟然
不是少数。 我每到一处就有意识地
去问老师们： “有没有注意孩子们
的写字姿势是不对的？” 高中老师
答道： 那都是初中、 小学养成的习
惯， 不好改了！ 初中老师则说： 那
是小学老师没有教好！ 小学老师则
说： 幼儿园的老师们一开始就没有
教好！ 而幼儿园的老师也有理由：
家长们不注意！

笔者无意寻根问底去追究谁的
责任， 也理解老师们因为负担重而
无暇顾及学生们的所有小毛病， 关
键在于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谁发
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问题， 都应该积
极地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我们常
说： “教是为了不教。” 如果只能
简单机械地教给学生知识， 不能称
之为“师”， 只能称为“匠”。 优秀
的老师， 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
更应该注意握笔、 走路姿势等“小

问题”。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 人们手书

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书写能力一代
不如一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但
是， 汉字绝非简单的识记符号， 更
非计算机可以完全替代。 她是上古
时期世界上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
承至今的表意文字， 包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 是我们祖先
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文明最灿烂的
瑰宝之一。 因此， 写好汉字是炎黄
子孙的标志，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
本素养。

孩子们第一次握笔， 不管是在
家里， 还是在幼儿园里， 也不管孩
子错误了多久， 任何学段的老师都
有责任、 有义务， 发现学生的错误，
教给学生正确的方法。

老师， 请注意孩子的写字姿势！
让他们从小做到“一笔一画写好字，
一生一世做好人！” 如此， 才尽到了
教书育人的责任。

（作者为石家庄市电化教育中心
工作人员）

■金隅有话

江苏徐州

丢了啥都可以去调监控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徐保卫

通讯员 李智梅） 9个屏幕 ，
144个画面。 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
生， 食堂操作间工作的工人……整
个校园里人员活动的情况一目了
然。 这是笔者日前在江苏省徐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摄像头监
控室看到的场景。

学校安保处主任杨雷介绍， 学
校占地面积53360平方米， 建筑面
积37072.35平方米， 这么大的地
方， 靠保安步行巡逻显然是顾不过

来的。 装了摄像头以后， 整个校园
的情况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同时，
学校围墙上还装有电子围栏、 一键
报警设备。 “现在丢了啥， 都可以
去调监控。” 杨雷说。

据了解，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目前除徐庄外，所有校园均实现了电
子监控全覆盖，建立起了学校安全信
息平台。除了安保人员能随时观看监
控画面外，校内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
网络端口随时调看画面，了解孩子们
活动情况，有效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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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校园足球特色名城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建群） 日

前， 2015年U互动佛山市校园足球
少儿联赛举行， 共有82支男女球
队参赛， 其中有28支队伍进入了
决赛， 决赛参赛运动员350人。

佛山市作为广东省首批省级青
少年校园足球布点城市，近年来，以
普及校园足球为目标，积极推进《佛
山市校园足球实施方案》，建立了政
府主导、教体合作、学校参与的推进
机制。 佛山市校园足球模式重点打
造以校园足球文化、 校园足球特色

课程、校园足球兴趣、校园足球三级
联赛为特色，同时，将引入社会资源、
形成多方合力，强化师资培训、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

目前， 佛山市校园足球重点开
展学校约97所， 符合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约30所， 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约
100所， 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学生约3
万人， 全市正逐步推进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的遴选工作， 学生参与校园
足球活动正逐年增加。 到2017年，
该市将打造“校园足球特色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