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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学生人生底色 从公民道德素养抓起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公民素养教育侧记

又是一个新学年的开
始， 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史硕晨、 杨雨欣、 王雨佳、
丁艺扬等学生一大早便来到
校园， 主动打扫起教室卫生
并出起了新学年的第一期黑
板报， 不少学生还从家里拿
来了清洁工具。 在五 （8）
班教室， 墙上挂着的“日行
一善” 记录册吸引了笔者的
眼光。 六安路小学党支部书
记李明东告诉笔者： 学生们
每天轮流值日时都会认真记
录班上每一个同学的点滴善
举， 学校也希望通过这种潜
移默化的形式倡导学生“勿
以善小而不为”， 使他们从
小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小学教育是为学生一生
打底色的教育， 这一底色必
须出彩。 对此， 六安路小学
张道琼校长自有自己的看
法： 小学应该从公民道德素
养教育开始， 使之成为学校
教育的重要内容， 而完善科
学的课程体系则是实施公民
道德素养教育的有效载体与
途径。 以课程塑德立行包
括： 用国家课程夯实学生学
科基础知识； 用礼仪课程传
播传统文化提升学生文明素
养； 用多种社会实践体验课
程丰富学生阅历、 开拓视
野、 感知责任； 用多彩的少
年宫课程， 尤其是科技探究
课程启迪学生智慧、 活跃学
生思维、 开发学生潜能。 最
终将每一个学生培养成有内
涵、 有修养的好公民。

重行为习惯养成
积淀文明礼仪素养

清晨，伴着初升的太阳，在六安路

小学东西两边百米的人行道上，每一个

学生走到这里都会自觉排成队列，分别

从校门两边有序进入校园，然后再按照

班级路线鱼贯进入各个班级……据介

绍，该校学生刚入学时都必须学习一整

套有序入校放学等礼仪规则，这一幕，

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日复一日重现在

六小的校园里。也成为众多六小学子多

年后回味小学教育时深深烙印在心里的

一种温暖记忆。

六安路小学倡导养成教育，学校以

《小学生文明礼仪习惯养成教育的实践

研究》课题为抓手，把养成教育细化为

“六好”———读好书、写好字、说好话、

做好操、扫好地、走好路，并分年级

段，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有侧

重地提出习惯养成目标，以此让学生逐

步达到文明礼仪素养的各项标准。

瞧，今天又是徐逸天同学执勤的日

子。一大早，他便戴上文明引导员的绿

色臂章，“请您上下楼梯靠右走”，他

举着班上宣传组同学制作的彩色图画展

板，站在学校的楼梯口处，耐心指导着

低年级学生有序上下楼梯。这是学校少

先队在全校开展的文明礼仪倡导旗活

动，旗子传到哪个班，该班就要在本周

内围绕一个主题，在校园内外开展宣传

倡导、文明督导等活动。学校倡导各个

班级的主题宣传活动切口要小，从弯腰

拾垃圾、到不乱涂乱画，从文明用语到

尊敬师长，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自主完成

文明主题倡导的策划、分工、宣传及反

馈等活动。学生在倡导他人文明的同

时，也在经历着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

自我提升的过程。

中午时分，笔者走进学校餐厅，正

是师生就餐时间。只见学生拿着餐具自

觉安静地排队取餐，各班老师则与本班

学生一起就餐。就餐结束后，学生们自

觉将餐具分类放在指定回收的位置。餐

厅墙壁上除了“节约粮食”、“文明就

餐”等宣传画外，还有学校创编的餐桌

文明礼仪歌、学生自主设计餐桌礼仪之

星光荣榜等。“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

环境熏陶、教师以身作则等方式增强餐

桌礼仪教育的效果，同时把餐桌礼仪文

化和教育引进课堂，做成课程，延伸到

家庭。”学校大队辅导员高晶晶说。

学校还尝试将文明礼仪习惯养成教

育渗透到教育教学各个方面，除了每年

的少先队入队礼，每学期的主题开学典

礼，每周的主题升旗仪式外，学校会根

据学生成长各个阶段的生理、心理特

点，开设三大仪式教育课程：开智启蒙

的入学礼———蒙正；立志重信的十岁

礼———力行；明礼担当的毕业小成

礼———约定。通过仪式课程对学生与家

长开展传统礼仪和文化教育，使家长和

学生通过庄严的仪式教育明白成长含

义，让公民道德素养从小植根在学生的

心里。

社会实践体验
培养社会责任素养

“六小社会实践体验活动非常丰

富，有少先队组织的研学活动、年级开

展的年级组主题活动以及班级开展的假

日实践小分队，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学生能够走出校门，多角度、多层面

地接触社会，切切实实当一回‘社会

人’，以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

也是六安路小学公民素养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六安路小学大队辅导员孙晶

说。

“走出校门参加活动，感觉太棒

了！每次都有新体验，可以感受不同的

角色，交警、护士、小义工……”三年

级石宇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每次假期

的到来，就意味着他可以参加由学校组

织的各类“假日实践小分队”。春节，

学生们可以走进社区，倡导“低碳过年，

拒绝雾霾”的环保理念；元宵节，他们又

组队去看望孤寡老人；学雷锋日，学生们

组成多支志愿宣传小队，向路人讲述雷锋

故事、畅读雷锋语录、宣传雷锋精神；暑

假，学校的“寻红记”慰问小队来到老红

军家中，给老红军带去精彩的慰问节目；

合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学生们走上

街头，表演自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童

谣，秀手语操，用实际行动宣传文明创

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五年级的师生
来到安徽肥东县青龙厂新四军纪念园，缅

怀革命先烈……

每次实践体验活动，学生们体验着不

同角色，也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断认

知，懂得了如何感恩父母与身边的人，增

强了辨识能力，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与社会价值观。

三年级潘姚迪性格活泼开朗，是学校

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各种锻炼机

会让潘姚迪改变了很多，这些全被妈妈汪

文看在眼里。在妈妈眼里，潘姚迪平时有

点大大咧咧的假小子性格。以前放学回

家，小姚迪书包衣服随手扔，家务活儿从

不沾手。“参加了一系列关爱老人、走进

福利院等活动之后，她学会体贴人了，生

活中也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汪文说。

多种课程开发
凸显科技创新素养

在合肥市第二十八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市的164位小“发
明家”齐聚科技馆，展示各自的小发明小

创造，其中六安路小学六（2） 班孙思婷
设计的便民节能公交站台让评委和市民眼

前一亮。

“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利用太阳能给蓄

电池充电，将太阳能变成电能储备起来，

站台包括照明装置、给旅客降温装置和手

机应急充电接口三个部分。”孙思婷自信

地说：“这个设计非常省钱，只需要充分

利用太阳能资源便可以了，很环保！”

为全面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学校开设

了科技创新班、科技小发明班、科幻画

班、科学实践活动班、科学DV班、科普
动漫班、机器人班、3D创客班等，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及能力水平自主选择

课程及不同级别的班级。随着课程不断丰

富与普及，学生对科技创新课程的兴趣越

来越浓，学生的科技素养不断提升，家长

对孩子科技创新意识的关注度也大大增

加。科技创新已成为六安路小学的品牌。

快乐的学习环境、老师们不断创新的

教育智慧与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换来的

是学生们骄人的成绩。蒋睿■、陈浩然同

学所拍摄的科学DV《小种子，大力量》
通过层层角逐，获得第四届“熊博士”全

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科研之星奖；孔维文

同学的“儿童电动冲浪板”科创作品，在

合肥市中小学幼儿园素质教育成果展示活

动中赢得安徽省委书记 (时任安徽省省
长) 王学军的称赞；吴昊桐同学在第十六
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代表安徽省

参加比赛，获全国一等奖；学校在历届中

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获得的金牌、银牌

数量居安徽省前列……

一天的课堂学习结束了，同学们不是

背着书包回家，而是一个个走向了学校少

年宫的各个课堂：学徽京剧的学生们开始

有板有眼地模唱和扮相；演课本剧的学生

们开始揣摩各种人物角色的扮演技巧；

3D创客的学生们则恣意地创作着自己的
作品。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合肥市体育馆

内，学校在这里借用的场地上，学生们正

在上游泳课和羽毛球课；而机器人班的学

生们则在工作台上认真地组装调试机器；

合唱团、民乐社、鼓管乐团的学生们，吹

拉弹唱着，好不热闹……

走出这所校舍并不崭新、空间并不宽

敞的老城区学校，笔者再次凝望竖立在

六小门口“六年奠基一生 习惯造就未

来”的红色标牌，渐渐理解了六小为什

么对家长和学生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吸

引力。是因为这所学校用德行、素养为

学生抹下了人生绚丽的底色，是因为这

所学校的教育，不仅立足于当下学生的

成长需求，更立足于未来他们将如何自

信地面对世界、和谐地融入社会而奠定的

根基性素养。 （阮奇亮）

一一年年级级新新生生““蒙蒙正正””入入学学礼礼之之开开笔笔礼礼

“三心” 办学 奠基西北

抗战时期，仅仅存续了1年零4个
月的国立西北联大，集中了当时中国

第一流的工科大学 （北洋工学院）、

第一流的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

规模极为庞大的综合大学 （北平大

学），以及颇具特色的专业科研机构

（北平研究院），构成了完整的高等教

育体系，整体植入广袤的西北大地，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落

后的面貌，为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起到了奠基作用。1938年7月，国立
西北工学院从西北联大划分出来，是

当时中国一流的工科院校。

国立西北工学院组建时主要有4
支力量，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

院、东北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

这四所工科高校办学水平在当时都是

国内一流的。

当时在后方，有所谓的“三坝大

学”的说法。成都的华西坝，集中了

燕京大学等，生活环境条件相对优

越，叫做“天堂”；重庆的沙坪坝，

集中了中央大学等高校，生活环境相

对较清苦，称为“人间”；陕西汉中

古路坝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条件极为

艰苦，称作“地狱”。但是就在这

“地狱”之所，却可以感受到中华民

族的脊梁和中国人的志气。

艰辛办学，靠的是什么？

曾在国立西北工学院就读、后来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之一的著名材

料学家师昌绪院士用“三心”概括

道：“爱国心、救国心、报国心，是

这一切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国立

西北工学院办学的精神内核。

抗战胜利后，从1947年到1957年
十年时间，西北工学院部分院校复

原，但组建时的四大工学院，都有一

批优秀教师留了下来。解放后到1951
年国家院系调整前，西北工学院仍有

土木、矿冶、机械、机电、化工、纺

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九个系，

是国内系科最全的工学院之一。

西北工学院从1938年建立到1957
年合并总共存在了19年时间，它诞生
在西北的陕南山沟，成长在古都咸

阳，最后在西安与西安航空学院（原

华东航空学院）合并，深深扎根在大

西北的沃土。今天，除北京的四所高

校有西北工学院分出的专业外，西安

有六所高校都与西北工学院专业密切

相关。可以说，西北工学院为中国高

等工程教育奠定了高起点的基础，起

到了播撒种子的作用。

坝上灯火 影响深远

国立西北工学院作为当时工科专

业最为齐全、办学水平最高的知名高

校之一，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对

后来我国工科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先进独到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

统。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国破校散、颠

沛流离的艰难时期，会聚四校精英，

坚持了四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

统，确立了“精英教育”的办学思

想。著名水利和土木工程专家李书田

在主持筹建期间，坚持“重质不重

量，贵精不贵多，宁缺毋滥”的原

则；先后长期担任国立西北工学院教

务长和院长职务的著名机械工程专家

潘承孝，以严格治学、严格管理为同

行所瞩目。

1939年国立西北工学院确立了
“公诚勇毅”院训，要求师生“献身

工程界，克服当前之千万困难，为母

校争光”。这一时期还制作了院旗，

谱写了院歌。这些院训院歌，经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作为西北工业大学的

校训校歌，一直沿用至今。

注重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

潘承孝主政期间，十分重视基础理论

课教学，强调要打好扎实的基础。他提

出：一要有好的校风，二要重视抓基

础，三要加强实验教学。学院成立之

初，大多数课程由教授承担，教授占教

师队伍的73%，其中很多是留学美英的
知名教授。西工教学除注重基础和实验

课程外，还具有专业课广以及重视人文

科学的特点。教学管理严格，新生入学

考试，低于规定分数线者，一律不予录

取。对学生缺课、旷课超过授课时数一

定比例后，都有重修、休学乃至令其退

学的规定。这种“厚基础、宽口径、强

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是今天工科高

校仍在坚持的办学方向。

刻苦努力的学习风气。在抗日战争

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国立西北工学院学

生怀着“科教救国”，共纾国难的抱负，

学习十分努力和刻苦。“坝上长夜、七

星灯火”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佳话。所

谓“坝”即，西北工学院所在地古路

坝。1940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就在
离古路坝不远的“七星寺”设立了一年

级分院。学生把这里叫“鬼门关”，因

为学校要求非常严格，每年都有近1/2

的学生留级或补考。

1941年入学的师昌绪回忆：当时他
与后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同住

一间宿舍，竟然几个星期不见一面，原

因是师昌绪每天吃了晚饭就去教室看书

学习，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回宿舍；回

宿舍时，高景德又出去学习了。那时学

生分两批，一批学到半夜两三点钟，另

一批是从凌晨两三点钟学到早上。山区

没有电灯，都是蜡烛和煤油灯，由于

“开夜车”的学生都衔接起来了，教室

灯光彻夜通明，从远处看，点点灯光错

落有致，所以有此独特景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门每年

都要组织全国性的高校四年级学生专业

考试，每个专业全国只取一名。1945
年，西工一下摘取了数项桂冠，轰动了

西北各校，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

西工学生连续几年考取公费留学生人数

也是全国各高校中最多的。

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

下，国立西北工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服

务国家和国防建设的杰出人才，尤如朗

朗星空，璀灿夺目。抗战8年，国立西

北工学院培养了1400多名学生，这些学
生后来分布到了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各

条战线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西北工

学院19年里的教师和学生，后被评为两
院院士的有15人，副部级以上干部11
人，在高等院校担任正副校长以及在科

学院系统研究所担任正副所长的有50余
人。以师昌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之一）、高景德（原清华大学校长）、史

绍熙（原天津大学校长）、李恒德等为

代表的大批科技人才成为新中国科技建

设的中坚力量。

为适应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西

北工学院先后与西安航空学院、军事名

校“哈军工”麾下的空军工程系合并，

三脉汇聚，强强融合，群英荟萃，大师

云集，共同成就了西北工业大学今天的

辉煌。

正是源自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照

亮了暗夜里西北明净的天空，将中华民

族高等工程教育的火种，撒播在了西北

广袤的大地上，生生不息，形成了燎原

之势。

（王凡华）

抗战硝烟中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传奇灯火 烛照未来

国立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北工学
院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在抗战时期所
孕育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 对后
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走向和布局， 都
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教师严谨治学， 学生勤奋努力， 成
为一所“飞机炸不倒、 艰苦难不
倒” 的抗战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作为国立西北联
大和国立西北工学院直接源流， 在
传承西北联大的精神财富， 提升中
国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负有重要的
历史使命。

� � 2015年4月，以国立西北工学院艰辛办学历史为背景改编的电影《古路坝灯火》在
西安首映。

师昌绪院士为古路坝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