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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毕业时，我们要让孩子们

带走的不仅是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

魄，还有丰富的情感，广泛的兴趣，良

好的习惯和对母校深深的眷念。”———

莘县实验小学校长柴林亭在全体教职工

大会上深情地阐述办学愿景。

为了这个愿景，山东莘县实验小学

的老师们上下求索，在丰厚学生知识素

养的同时，大力推进学生习惯的养成，

他们以新课改为契机，以“排好队、扫

好地、写好字、读好书、做好操、唱好

歌、做好人”七件小事为抓手，着力为

孩子们打上漂亮的人生底色。

两排三行， 规则意识让校园更和谐

站在莘县实验小学的大门口，有一

种奇特的景观让人惊奇而振奋：大门外，

乘坐公交车的同学一下车就自觉排队，

两边的行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大门内，

三人成行，两人成排，整整齐齐秩序井

然，在教学楼前自然分开，各自回教室。

几年前，每到上学和放学时间，莘

县实验小学的大门口异常热闹，家长把

车往门口一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里面的车辆出不来，外面的车辆进不

去，汽笛声、家长和孩子的呼喊声，一

度成为莘县实验小学广大教职工挥之不

去的烦恼。

2009年9月，莘县实验小学开始着

力培养全体学生“自觉成队”的习惯。

学校明确规定：只要是莘县实验小学的

学生，不分年龄，不分年级，不管是在

校内，还是在校外，只要是两个人一起

行走就要自觉站成一排，三个人或三人

以上行走要自觉形成一行。

他们利用升旗仪式和灵活多样的主

题班会，让学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考核

办法。之后每天由“少先队督察队”对

全校学生的表现进行检查评比；他们还

建立了由年级到班级的评价体系，同学

之间相互提醒，相互监督，让每个人都

成为排好队的实践者和监督者。

长期不懈的督促、坚持，让孩子们

逐渐改变了以前自由散漫的陋习。现

在，公交车站、餐馆、商场等公共场所

都有莘县实验小学的学生列队等候的身

影，成为莘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

规则意识的增强，莘县实验小学的孩子

们的多种行为已内化为个人自觉行动，

看，他们教室内的桌凳摆放横看竖看都

是直线，即便窗台上的水杯也是按高低

顺序整齐地排放。

洗手扫地， 培养细致的生活态度

2014年春，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同

仁到莘县实验小学考察学习。刚进大

门，他们就被莘县实验小学的洁净亮丽

吸引。来到校园，他们惊诧于在偌大个

学校竟然找不到一个垃圾箱，明媚的阳

光照射在学校的百年石榴树上，让人感

受到这所学校的勃勃生机。

一位老师不禁问身边的督察队员，

“你们学校的垃圾往哪放”？

小督察队员微笑着说：“我们没有

垃圾。”

“这怎么可能”？这位老师大惑不

解。

另一位小督察队员带着神秘地笑容

说道：“老师，我们真的没有垃圾，因

为我们不制造垃圾。”

在莘县实验小学，扫地，看似简单

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却被作为一项重要

的日常工作去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学校分管学生习惯养成工作的贾校长，

经常带着白色手套触摸教室、办公室的

犄角旮旯，发现手套上有污迹则要求班

级或办公室老师整改。

每学期的第一节课，孩子们都要进

行一次生动的“卫生习惯课”，通过不同

形式的“讲、听、看”，让孩子们深切地

感受到讲卫生的重要性、必要性。学校

通过制度约束、榜样带动、家校联合等

方式，促使学生卫生习惯的养成。比如，

班级每周评选“个人卫生之星”、学校每

学期评选“环保卫生之星”。更绝的是，

同学之间还定期邀请本小组成员到家里

参观自己的卧室，并评出小组的“个人

居室卫生之星”。

三年级马壮壮同学的妈妈亲身感受

到孩子的变化，难掩心中的喜悦。她来

到学校，向班主任老师诉说着孩子在家

里的变化：我的孩子越来越要“面子”

了！被褥整整齐齐，再也不用大人为他

打扫卧室了。不仅如此，孩子还主动帮

父母打扫卫生，作业干净整洁，以前的

涂改现象不见了，学习成绩明显进步。

看着她真诚的笑脸，班主任老师也颇感

欣慰。一个简简单单的卫生习惯，竟然

对孩子的品格也产生了如此深的影响。

（贾相洪 王祖国）

培养良好习惯 奠基幸福人生
———山东省莘县实验小学养成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一）

莘县实验小学始建于1944年秋， 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鲜明特色的“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 近年来， 莘县实验小学以“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 为办学目标， 以“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奠基” 为办学宗旨， 以“先进理念， 全员践行， 坚持不懈， 开拓创新” 为办学思路， 以“永不言败， 永
不放弃” 为学校精神， 以“众人划桨开大船” 为学校力量，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彰显了学校特色， 丰厚了学校发展内涵， 走出了一条科学办教育
的路子， 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誉为“全国小学教育的一朵奇葩”。

卓越的办学实绩， 赢得广泛赞誉。 莘县实验小学先后荣获“农村作文教学实验研究全国先进单位”、 “全国小学数学尝试教学改革先进集
体”、 “全国绿色学校”、 “全国教育教学改革先进单位” 等4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人民教育》 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莘县实验小学教育教
学改革经验。 北京、 四川、 广东、 新疆、 吉林、 江西、 内蒙古等全国各地二百多个考察团， 数万名教育工作者到学校考察学习。

陆上百花竞芬芳，碧水潭泮默默香。

不与桃李争春风，七月流火送清凉。

七月的瑞金，菡萏飘香。立达信“点亮

中国偏乡”的成员们，不惧炎热，在红都瑞

金继续点亮征程。一路上，我们遇见了许

多的偏乡老师，他们和这红都荷花一样，

默默飘香，给山里的教育送来一抹清凉。

红都教育薪火相传
瑞金是一个红色与绿色并存的城

市，瑞金是当年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故

名“红都”；瑞金的“绿”源于“中国绿色名

县”的美誉。

这里有群山环抱的小学，藏于大山

人未识，负氧离子爆表。而历史悠久的苏

区“列宁小学”，创建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山路比预想的要曲折。两三个小时

的车程，都在环山公路上盘桓。山过去还

是山，以为要到了，翻过一个山头，路在

继续。如果不是读书的渴望，如果不是努

力眺望，努力行走，这里的人们，可能一

辈子都待在大山里。

据立新初中校长介绍，这里的学生

学习热情很高，每天学习到晚上11点。
而偏乡的老师要坚守在这里更不容

易。尤其是年轻的女教师，谈婚论嫁都成

问题，但是他们舍不得山里的孩子们。

这里的老教师，很多几十年扎根山

村，把校园当成他们的家。万田初中的曾

红光书记，坚守万田初中三十余载，不仅

担任学校主要领导，还担任两个班的物理

课，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当年教育我们

成长的老师。每天他总是最早来到办公

室，晚上要等到学生就寝后才回家。头天

考完的试卷，学生第二天就能看到成绩。

我希望有一颗纯粹的心和一双会流

泪的眼睛，为偏乡的孩子，为偏乡的老师。

给予是快乐的
看见孩子们在上课，有一语文课课

名是《给予是快乐的》。

“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方，留给人们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你的生

活该是多么愉快啊！要知道，给，永远比

拿愉快。”

给予是快乐的，在山里，可以放下自

己，与自然成悦，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感恩，大山里的行走，我们获得心灵

的洗涤。

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询问，

学校的情况、学生的人数、教室有多少

间，是不是要上晚自习；我们的专业照明

工程师，非常仔细地测量教室的照度和

层高，为后期量身定制教室照明方案作

准备。

夜色深深深如许，我们依然行走在

路上，奔走在学校，尽心在测量。

与偏乡的教育工作者走在夜色下的

乡间小路，蓦然抬头，竟是满天繁星。璀

璨的星河，一颗一颗无数的光亮绽放在

夜空，这种震撼夺目还是多久前小时候

见过。城市里的光污染，已经让我们远离

了这种景致。

我们何尝不想这样，一直走下去，为

更多的山里孩子点亮一片星光。大山里的行

走，可以沉淀心灵，我们愿坚持这种修行。

点亮中国偏乡
“点亮中国偏乡”是立达信发起的一

项纯公益活动，免费为偏乡学校改善照明

条件。2014年3月底，在“成为受人尊敬的
世界级绿色照明企业”的愿景号召下，我

们拉开了“点亮中国偏乡”公益活动的序

幕。“点亮中国偏乡”旨在关怀偏远学校的

教室照明，协助经费不足的学校，替换老

旧照明设施，以改善教学环境并保护学童

视力。截至2015年6月，我们已经为福建、
江西、四川127个乡镇，179所中小学校的
1024间教室和办公室进行照明改造，安装
了6011盏灯具。可登录官方网站进入“公
益活动”，了解更多“点亮中国偏乡”相关

内容。

大山里的行走与修行
———立达信点亮中国偏乡

用心去做， 自然会感
觉到你的用心。
———摄于瑞金陈东坑初中

遵循地区社会发展实际， 准确定
位， 树立现代职教理念

学校处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是一个半农半牧

的国家级边远贫困旗县。扭转落后的经济发展形

势，提高人口素质是迫在眉睫的实际情况。结合

职教大环境和区域社会发展新常态，学校认为；

坚持为“三农”“三牧”服务，为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不能变，崇尚“育人为本

德育为首 知能并重 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不能

改，培养“崇德尚能 技强业精 笃行创新型专

业人才”是学校肩负的重大时代使命。

调整“一把抓” 式做法， 强化专
业建构层次

学校原有传统专业14个，依据科右前旗社
会发展实际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要求，整合资

源，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全力打造

现代农艺、蒙畜牧兽医、机械加工、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业，把其它专业作为基础专业加以稳

步推进。为服务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积

极开设马头琴专业培训。改革以课堂为中心的

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学

教合一的现代职教新模式，加速完善校企融合

培养人才机制，四大专业分别成立或完善了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专业建设。在示范校

建设的强力推动下，人才培养更加符合区域经

济和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前旗土地资源肥沃，现代农艺专业本着服

务“三农”、“三牧”的方针，增加现代农艺

专业学习领域，拓宽学生学习视野，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以“理实一体化”为机制，和多家

涉农企事业单位联合搞好现代农业服务项目，

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了现代农艺专业知识，谙

熟技术要领，感受到职业给予的人生价值。

前旗畜牧历史悠久。学校（蒙）畜牧兽医

专业在传承养殖经验的同时，开展好专业课学

习。利用养殖合作社，畜产品加工企业，搞好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衔接与印证。深入养殖企业请

教兽医专家，强化专业知识的“动态”学习，不

断研究对新问题、新现象的解决能力。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建立“五步骤” （宣传动员、找岗、

定岗、巡岗、总结）“三结合”（顶岗实习与就

业、顶岗实习与技能训练、学校评价与企业评价

结合）管理模式。从培养“专一型”兽医到出炉

“复合型”工程师。在社会生产的大课堂，提高

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

机械加工专业通过引企入校、校企合作、校

办民营的多种形式，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生产车

间学到专业技术；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教学

形式，使学生顺利学到技能。依托前旗工业园区

企业，让学生在家门口把技术“锻造”成熟，以

便在广阔天地里更好地伸展拳脚。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自办“希望大酒店”在

校内营业，“酒店”已营业11年，培养了800多
名学生。学校和“阿尔山神一旅行社”等多家企

事业单位合作，共同培养酒店服务管理人员，特

别是“阿尔山”旅游业兴旺起来后，我们组织学

生暑假到各大公司打工，走自我成熟之路。

以科技和管理为支撑， 创建信息数
字化校园特色项目

学校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校园全覆盖的信息数

字化管理应用系统。云技术、互联网、大数据正

在成为推动我校教育变革的工程技术亮点。在资

源的整合、集成、优化等方面，实现了高效配置

与有效利用。全校形成了以信息数字化控制中心

为枢纽的交流、互动、控制与管理系统。监控、

反馈、处理全部实现数字化体现，为教学、管

理、环境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全面提高了学

校管理与服务的综合能力。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 加大
教师培养培训力度， 全面推进课程体系
改革

在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驱动下，全

面推进课程体系改革。二年来，共安排18名教师
参加国家骨干教师培训。课程体系上，完善能力

与知识并重要求，通过对接专业资格要求，采用

实用课程，实施工学交替等模式，形成职业能

力、职业素养、职业综合要求并进的教学安排，

开发25个核心课程，开发校本教材27本。实现学
生双证率95%。

以活动为载体， 以提高职业素养为
着意点，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形成厚德
育人的良好氛围

“育人为本，德育为首”是我校办学思想的

灵魂，各学科教师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充分挖

掘学科教育中的德育因素，在课堂主阵地不断实

现育人价值。我们按照职业素养的目标体系和服

务特点，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职业道德、服务内

涵培养和教育。

学校每年都举办以爱国强技为主题的各类活

动，使学生从中体会到爱国、做人、强技、笃行

的重大意义。学校自2012年先后有257人次摘取
地区、省级、国家级别等各项大赛不同类别的奖

项。

以技能服务为平台， 以重点建设项
目为龙头，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提升服
务社会能力

示范校创建二年来，学校社会服务规模不断

扩大和强化，先后举办职业技能岗位培训、技能

鉴定多次，培训各类人才4000人次，先后被评为
国家农业部门星火科技学校、农村劳动力转移定

点培训机构等。学校在技能服务、社会服务、促

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相信在示范

校建设的强力推动下，在国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阳光抚育下，在中国制造、大国工匠的目

标引导下，我校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一所服

务地方经济，促进就业、创业共同进步的现代化

民族职校，引领本地区职校向着更高更强更优发

展！

（米法君）

草原春潮涌 兴安职教新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民族职业高中国家示范校建设纪实

科右前旗民族职业高中是兴安盟地区仅有
的一所双语授课制职业学校， 国家重点中等
职业学校。 2013年4月， 获批为“国家中职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 第三批项目
学校。 示范校建设以来， 学校以紧紧围绕服
务社会发展、 促进就业为宗旨， 打造品牌民
族职校为目标， 全力打造四大重点专业， 努
力形成以信息数字化校园为特色项目的民族
地区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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