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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学校征求我的意见，
假期是否愿意带学生去芬兰游学，我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因为我听说
过，芬兰教育全球第一；因为我还看
到过 《三联生活周刊》 的报道 《世界
上最好的教育：我们能从芬兰学到什
么》；听说过、看到过，还未曾真实
感受过，所以我十分期待！

8 月 4 日，我们一行 45 人从北京
飞往赫尔辛基，开启了10天的游学之
旅。赫尔辛基—坦佩雷—罗瓦涅米—
赫尔辛基，一路上我们参观了大大小
小的博物馆，参观了各式各样的教
堂，感受着芬兰的风土人情。在坦佩
雷理工大学，学生们深入体验了芬兰
的科技与创新，浸润在这个世界公认

“创新型”国家的氛围之中。
虽然在芬兰游学的日子正处于白

昼，基本上见不到黑天，但在这些天
中遇到的三件小事却似月亮悄声隐没
后的繁星，明亮闪烁。

“来吧，又不是糖人”

坦佩雷这个地名大家或许不熟
悉，但要说到“愤怒的小鸟”，估计
十有八九的人都玩过，愤怒小鸟的诞
生地就在坦佩雷。学生们来到这里，
准备开展为期4天的环保科技课程。

第三天的课程是学习水资源的保
护与利用，学生们需要从坦佩雷大学
步行到湖边采集水样，再步行回实验
室进行研究，一来一回大概 30 分
钟。天公不作美，正当我们准备出发
时，却下起了雨，忽大忽小，像个顽
皮的孩子在逗我们玩。

大家的雨具都在营地里，上课的
地点在坦佩雷大学，两地相距较远，
大约 20 分钟车程。因为是出发走到
大门口时，才发现下雨了，教室锁了
门，学生们也没办法回去取衣服。我
们几位来自北京的带队老师正商量着
是不是等雨停了再出发的时候，没想

到芬兰老师已经带学生雨中漫步了。
芬兰老师一边招呼着大家一边吹

着口哨，学生们跑跑跳跳地跟在周
围，看着他们欢快的脚步，我想起雨
中起舞的卓别林。可转念一想，幸亏
学生父母不在身边，否则学生们肯定
要被各个家长叫回家里好好教育一
番，说不准还要打两下屁股以示警
告。

“学生们体质弱，淋雨生病了怎
么办？”“雨后路滑摔倒了怎么办？”

“后面还有几天的行程怎么办？”“家
长担心起来怎么办？”一系列的担忧
让我们向芬兰老师叫了停：坚决停，
先避雨！

芬兰老师疑惑地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我们道出了一系列的担忧后，
芬兰老师似懂非懂地说道：“你们看
马路上，芬兰人都是这样在雨中行走
的啊！大家又不是糖做的，怎么会淋
坏呢？”芬兰老师虽然不解，但还是
尊重了我们的要求，找了地方避雨。

躲在屋檐下，看见左侧的小花园
里，几个女孩子席地而躺，在比赛仰
卧起坐。这让我起了疑心，是不是那
片盛满雨水的乌云只落在了我们的头
上。转头再看马路上来往的人群，心
想：“芬兰人还真是喜欢雨中行啊！”

回到实验室，学生们顶着湿漉漉
的头发，拿着自己采回来的水样投入
到了各种研究中，我们几位北京教师
则忙着到处寻找热水，怕学生们体质
弱会生病，想着让他们赶紧喝口热水
驱驱寒。无奈欧洲人不爱喝热水，找
遍整个大学也没找到一杯。

就这样忙忙碌碌、徒劳无功地过
了一天。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阳
光洒满绿油油的草坪，学生们嬉戏
着、打闹着，没有一个人因为淋雨而
生病。

中国学生的体质弱吗？每周一，
全校升旗仪式，十分钟就一定有站不
住或被架走的学生。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鹰的翅
膀是在搏击风浪中练硬的，挺拔的松
柏是在傲霜斗雪中长成的。

“我相信你”

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
圣诞村看圣诞老人、寄圣诞礼物是每
位到访游客必做的事情。我和同行的
海伦老师分别购买了圣诞老人信封。
这种信由圣诞老人亲笔签名，并会在
圣诞节当天寄到收信人手里，意义特
殊。我们付了钱，取了信封，还需要
把收件地址填好后再交回结账的柜
台，才算完成。

正当我和海伦一起兴致勃勃地写
完地址，准备交回柜台的时候，惊讶
地发现柜台居然关门了。芬兰时间
17点30分！

我们俩慌了，怎么这么早就关门
了？为什么关门的时候没有和我们打
声招呼呢？已经付了钱的信却无法交
回柜台，又不可能在这里逗留到明天，
怎么办？上哪里找卖给我们信件的服
务生？⋯⋯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
候，我看见道路对面的一家店铺还开
着门，于是便一把抓起桌子上的信件
和纸片，拉着海伦跑到了对面的店铺。

海伦边跑边担心着：“伟男，我
们没有在这家店铺付钱，他们能帮我
们吗？”

“不管，就他家没关门了，先跑
过去再说！”

海伦是英语老师，进了店铺她用
流利的英语和工作人员解释起我们遇
到的难题。海伦从一堆纸片中，找到
了她买圣诞老人信封的小票，工作人
员见状马上答应帮忙。可我付钱的小
票却不见了⋯⋯

我跑回原来的店铺，柜台的门还
是关着。桌子上、地上、垃圾桶里看
了个遍，没有。衣服兜里、裤子兜里
摸了个遍，还是没有。

我再跑回对面的店铺，在书包里
翻来翻去，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了我的
手上，我一抬头，蓝色双眸看着我：

“I trust you！”（我相信你！）
我有些不敢确信地看着她，她微

笑着点了点头，接过我手中的信封，

再 一 次 说 道 ：“Yeah， I trust
you！”（是的，我相信你！）

后来，她还特别和我们说明，她会
在明天上班前，找到对面店铺的负责
人，把信封交还回去并确定可以在圣诞
节当天寄到，请我们放心。

后来，她还替之前的服务员向我们
表达了歉意：关门时间应该是 18 点，
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的店铺提前关门，或
许是有什么突发事情，望我们理解。

有一种说法，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
的事情，其实都是成长的邀请。这件
事，让我感受到信任带来的力量。这件
事，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竟是如
此的温暖。

我遇到过这样的家长：“老师，他
说的话我不信，您说我才信。”我看到
过这样的同事：“我就是不相信你说的
话，怎么办？”我自己也曾真诚地说
过，“老师相信你”，但事后心中却还是
存有丝丝疑虑⋯⋯

我们需要学会信任，学生也需要学
会 信 任 他 人 ， 而 不 都 是 “ 时 刻 警 惕
着”。愿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温暖着！

“学习就免费”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需要从罗瓦
涅米飞回北京，在赫尔辛基转机。因为
转机时间比较长，所以旅行社特别安排
我们参观两个教堂——乌斯别斯基大教
堂和岩石教堂。区别在于乌斯别斯基大
教堂是免费参观，而岩石教堂是需要学
生自费付门票3欧元。

岩石教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岩洞
里用爆破的方式建筑的教堂，因为需要
自费买门票，所以学生们是自愿参观。

当我们 3 位教师带着 20 名学生来
到岩石教堂门口准备买票时，工作人员
的做法再一次让我惊讶。

她先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情
况，然后直接为我们开放了一个新的入
口。我手里握着3欧元，边走边寻摸着
需要投币的钱桶，可谁知就这样走进了
岩石教堂。

“不要门票吗？”

“本来是要门票的，但当他们得知大
家是来芬兰游学的，就免了门票。”导游
解答着我的疑惑。她已在芬兰定居 20
年，丈夫也是芬兰人，对当地的风土人
情十分了解。

“为什么？”我还是不理解。
“ 因 为 是 游 学 的 学 生 ， 学 习 就 免

费！”她回答得如此简单。
我转过身，看着那位工作人员的背

影，心中缓缓地升起一份敬意。我想起
之前读到评论芬兰教育的一句话：无论
你是身处城市或乡村，无论你是出身于
什么样的家庭，你都能公平地享有政府
给予每一个公民相同的高水平受教育的
权利。只是没想到，我们也能享受到这
份殊荣。

“学习就免费”，多么美好啊！姚明
在公益广告中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
害”，我学着说一句“没有收费就没有培
训”。没有了各种以收费为目的的培训
班，我们学生的负担就会减下来。

回国后，我才知道芬兰旅游的广告
语——“芬兰就如同是隐藏在遥远北方
的一枚宝石。”是的，是宝石，它没有耀
眼的光芒，却能引人注目：全球化背景
下的竞争，教育是关键。教育似宝石，
多好！

（作者单位：北京市史家小学）

三件小事折射出不同教育观
——芬兰游学散记

刘伟男 全国各省份将陆续进入新高
考改革，在新高考背景下，选课
走班成为必然要求。与传统的教
学组织管理形式相比，走班制将
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认真研究
走班制的特点及其带来的改变，
从各方面做好“接轨”准备，是
当务之急。课程周刊拟推出“聚
焦新高考下的走班制”系列专题
报道，从理论层面分析探讨，从
实践层面交流经验。

第二期主题为“如何突破硬
件制约”。走班制教学，是需要
一定的硬件条件支撑的。实施走
班制教学，对于教室、实验室及
器材设备等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要
求？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是什
么？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原有
的教育教学设施、场地，在走班
制教学的情境下，应该采取什么
样的使用方式，以提高使用效
率，充分发挥现有物质条件的效
能？各地各校在这些方面有什么
创新思路和实践经验？欢迎广大
教科研人员及校长、教师参与讨
论，分享经验，建言献策。

文章字数 3000 字以下，稿
件请发至duyue295@163.com

新高考下的走班制：

如何突破硬件制约

⦾⦾教育随笔

⦾⦾征稿

近日，来自陕西
省周至县楼观镇焦镇
小学和西安曲江一小
的 30 多名学生一起
参观了西安曲江海洋
馆。这是西安曲江新
区扶贫办主办的“手
拉手交朋友”活动的
一部分，参加活动的
部分学生来自楼观镇
的贫困家庭。通过参
观、结对子等活动，
学生们互相帮助，共
同成长。图为教师在
为学生讲解。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以奋斗之姿 书时代芳华
——记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18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规范
自己的行为，在活动中约束自己。

德育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
的活动，学校须将养成教育纳入学校
总体发展中去考虑，对养成教育进行
总体设计和规划，以达到持续的整体
功效。学校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就将
养成教育贯穿于学校各项日常工作之
中，分层次地开展主题养成教育，让

学生在活动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活
动中约束自己，使德育收到实效。

山 东 省 荣 成 市 第 二 十 五 中 学 区
在多年开展主题养成教育取得一定经
验的基础上，于 2017 年新学期开始组
织了以“新的时代，新的挑战，新的
学期，新的起点，新的坐标，新的努
力”为主题的“六新”养成教育活
动。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
段学校制定明确要求，全校师生人人
参与，整个活动做到有动员、有要
求、有措施、有检查、有演讲、有简
报、有总结、有表彰。

第一阶段，以班级、年级为单位
组织了“我的新起点，我的新坐标，
我的新努力”演讲活动，全校每一个
学生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自己的品
德和学习两个坐标，班主任根据学生

的坐标计划为本班学生描绘坐标，挂
在教室里，用以激励学生朝着自己的
坐标奋进，效果很好。第一阶段结束
后，全校师生在认真总结成果的基础
上又组织了一次“他们在起点上进步
了”“他们离坐标近了”的演讲比赛，
并提出第二阶段新的要求：思想品德
更为高尚；日常行为更为规范；学习
态度更加刻苦；对集体的荣誉更为珍
惜；对师长更加尊敬；对同学更加友
好；对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参加更加积
极；对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为使第二
阶段活动更加富有成果，学校为各班师
生合拍了一张放大的集体照，挂在教室
里，用以激发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第
三阶段是学生们完成自己的两处坐标任
务的冲刺阶段，为此学校又组织了“要
完成自己的坐标任务尚需要进一步努

力”“我想以×××作为追赶的目标”
等主题演讲活动，还专题为毕业班的学
生组织了一场送别音乐会，“我想与小
弟小妹讲几句”的演讲活动，教育效果
非常好。以这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载
体，使学生规范了思想行为，端正了
学习态度，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
高。

抓住典型树榜样，巩固主题
教育的成果。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学校中要有全校的榜样，在一个年
级中要有年级的榜样，在一个班级中
要有班级的榜样。实践证明只要给学
生树立了强有力的典型，学生就能在
成长过程中随时比较，向榜样学习。

为此，学校组织各班级分别评选出
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典型。
通过班报、校园广播及时宣扬，并在
德育橱窗展示他们的照片，让学生学
有榜样、赶有目标，收到了良好效果。

提升教师素质，当好“养成
教育”的“导演”，担负起养成教
育实施者的责任。

学校教育是养成教育的主渠道，
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是养成教育的直接实
施者，其水准往往决定着一个班级、甚
至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这是因为教师
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们被
学生看成是智慧的化身、行为的楷模。
一位教师衣着端庄、举止大方、严于律
己、乐于奉献、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在教育学生时能以情感之、以理晓之、
以行导之、以恒持之，必能对学生产生
积极的影响，学生不仅“言听计从”，而
且引为榜样。因此，开展主题养成教育活
动中，学校十分重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综
合水平的全面提升，使他们不仅以美好的
形象、言行垂范于学生，更以高超的教学
艺术熏陶、感染、启发学生，真正发挥教
师在主题养成教育中动态因素的积极影
响。每学年学校都要评选、表彰师德标
兵、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班主任，这些措
施提升了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了学校
主题养成教育的深入开展。

“六新”主题养成教育活动的开
展，增强了学校德育的时效性与针对
性，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十五中学区
张秀倩 孙 兰 原永升）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十五中学区

开展“六新”主题养成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新的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

学校的德育，笔者经过实践与
探索，认为开展丰富多彩的

“六新”主题养成教育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办法。

2018年7月，遵义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9支队伍在骄阳和清风下分批出
发，以医高专人的奋斗之姿，书写新
时代壮丽芳华。

以健康扶贫为根本
扛起乡村振兴责任

播州区永乐镇乡场上，药学系实
践队陈晶老师摆开了摊子，为络绎不
绝的赶集乡民普及用药安全知识，村
民们听得投入专注，把她围了个密不
透风；沙滩村永丰组场坝里，卫管系
李静老师和学生们挨家挨户讲解原发
性高血压防控知识；在习水县青杠坡
村小学操场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
山间回荡，那是临床系实践队的老师

和学生们用游戏、唱歌、表演等方
式，给孩子们讲解口腔保健知识；护
理系和上海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上
海健康医学院组成的联合实践队在道
真县大磏镇卫生院开展诊疗护理、慢
病管理等服务，刘明玉等几个年轻老
师正在做“宫颈癌的预防”“手足口病
患者的护理”“常见外科疾病的处理”
的讲座，村里的妇女们把会议室坐得
满满当当。他们和上海的老师们一起
帮助村卫生室组建了“村护理员志愿
服务队”，为孕产妇、婴幼儿以及老年
人开展专业护理服务指导，学生们还
现场示范了心肺复苏操作。

医技系“大学生禁毒志愿者走进
万户家庭”实践队兵分三路，分别于

“绥阳—正安—道真”线路，“湄潭—
凤冈—余庆—务川”线路，“仁怀—习

水—赤水—桐梓”线路，调研走访多
家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民营医
院，开展禁毒宣传和问卷调查；在播
州区乐山镇，中医系“乡镇保健穴位
疗法普及”实践队走在送医入户、回
访精准扶贫户的山路上，陡峭的山
势、闷热的天气，没有阻挡师生们的
高涨热情，晶莹的汗水，挥洒的是遵
义医高专人的担当和责任。

青春大学习为契机
宣讲党的政策文化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级学生
组织实践队，申报成为国家级别“青
春大学习”新思想宣讲团，深入基层，
在新舟镇沙滩村永丰组开展“师生访亲
友，政策送万家”活动，用LED电子屏
幕播放宣讲视频和政策，广泛深入宣

讲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道真县大磏镇文家坝村，遵义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级学生组织省级
实践队，深入调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仡佬族傩戏文化。团委赵喆老
师多次向当地老艺人请教，历时半年
精心编排，舞蹈节目 《傩舞天地》 在
2018 年遵义市首届职教艺术周文化艺
术节活动中获一等奖，遵义市文化馆
已将其定为省文化节的选送节目。

探索实践创新模式
拓展实践活动意义

学校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三下
乡”实践创新模式，一是做到“高起
点策划、点面相结合”。

学校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等

部门下发的文件精神，申报组建成功
1 个国家级别、6 个省级、2 个校级重
点团队共 9 支队伍，形成“聚是一盆
火，洒着满天星”的点。

按照部署，实践师生走遍全市范
围内各区 （县、市） 的人民医院、中
医院、乡镇医院及其附近街道、村
镇。学校把实践效果作为实施共青团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重要内容，
让活动效果一线变扇面、扇面变成
圆，做到高起点策划、点面相结合。

“多方资源整合，校际强强联合，
校内多队合作”模式是学校创新模式
之二。多方资源整合，体现在把“三
下乡”活动、扶贫基地建设以及学校
大扶贫助推全面小康战略整合起来。
校际强强联合，护理系实践队与上海
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三下乡”暑期

社会实践队的联合，既加深了两校医
学科研的合作交流，也增进了彼此对
医疗事业助推基层健康达到全民小康
的理性共识。校内多队合作的方式，
避免了重复浪费医疗服务资源，也减
轻了实践基地的对接负担。这一创新
模式把暑期“三下乡”变成了“常下
乡”。

学校把“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作 为 学 校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的 重 要 载
体，组织和引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投身人
民伟大实践，担当起医高专人坚持
把健康扶贫作为防止病魔将群众拉
入贫困深渊的重要防线来抓的时代
责任，拓展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的意义。

（张武晓 刘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