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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暑期师生生活

近日，一个名为“清泉计
划”的社会实践团队又一次来
到贵州，这源于 7 年前的一场
对话——

“这水很脏，你们为什么还
要喝呢？”“我们知道脏，但是喝
不死，我们不怕。”

问话的谢肖是武汉大学化
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2010 级本
科生。当年，他赴贵州支教，一
个学生给他递了一杯水，他将
水样带回学校检测，结果在水
中发现了一类致癌物——砷，
水质已经严重超标。

“一杯干净水，本不该是件
奢侈的事情。但在一些边远山

区，却很难实现。”谢肖决定做
些什么。

2013 年 1 月 ，武 汉 大 学
“清泉计划”社会实践团队成
立。团队成立的第一年暑假，
谢肖带领 9 名成员，开展了一
次为期12天的云贵水质调研。

调研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团队成员担忧，孩子们若长期
喝这种未经任何净化措施处理
的生水，对身体影响很大。

“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水污
染问题，但可以通过终端净水
的方式，给学校捐赠饮水设备，
让学生喝上干净水。”2014 年
春天，经过精心准备，“清泉计

划”入围首届湖北省人道主义
创意大赛十强，赢得了 5 万元
的社会实践经费。

这一年暑假，团队来到调
研的问题校之一——贵州省榕
江县八开乡中心校，为学校捐
赠了价值 5 万余元的 3 台净水
设备和500个优质水杯。

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泛黄且
夹杂泥沙，当接通净水器的电
源后，直饮水的水管中流出了
清澈透明的水。

孩子们一窝蜂涌来，争先
恐后地去接饮用水。一个小女
孩拿起水杯喝了口水，瞪大眼
睛说：“这个水有点儿甜！”

他们在访谈中听到最多的
一句话是：“祖祖辈辈都这么
喝，反正喝不死。”成员们开始
意识到，健康饮水，更重要的是
观念上的改变。于是，在孩子
们的课堂上，团队成员们开始
尝试进行饮水安全教育。

激光笔穿透水滴的实验
“暴露”水中微生物，碘钟实验
展示水的颜色由清变浊的循环
过程⋯⋯他们在课堂上开展趣
味实验，纠正孩子们直接饮用
生水的习惯。

2017 年，团队联合武汉大
学教育学专家、社会儿童工作
者等专业人士，自主编写了分

别适用于低、中、高年级的三套健
康饮水科普教材，用更科学规范
的方式传递饮水安全和护水爱水
知识。

如何把这些理念和知识传递
给更多边远地区的孩子呢？

“清泉计划”联合“大山里的
魔法教室”“种太阳”等华中高校
支教联盟以及“美丽中国”公益组
织，将饮水安全课堂推广至云南、
贵州等省份的 13 个支教地，建立

“饮水安全示范工程试点学校”
25 所，联系企业与社会公益组织
捐赠净水设备 29 台、优质水杯
3000 个，把健康饮水的理念传递
给了数万名儿童。

武汉大学学生发挥学科优势，推动边远地区学校饮水问题改善

“清泉计划”让农村校喝上干净水
本报记者 于珍

本 报 讯（记 者 蒋 亦 丰
通讯员 林晓莹）这些天，浙江
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金一斌带领
学工和教授团队来到舟山，在
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家门口现
场开起了家长会。

“我的孩子个性内向，在班
里和同学处得来吗？”“我儿子
身高 1 米 9，学校的床睡不下
吧？”家长对孩子即将进入大学
充满了期待，心头的疑问也是
一个接着一个。

新生小何报的是法律专
业，但他更喜欢金融。他的母
亲黄女士担心，孩子如果选修
金融课程，怕学习跟不上，两头
都给耽误了。“不过今天听了教
授们关于学校大商科的课程设
置介绍后，我们支持孩子往金
融法律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

当天，不少家长问起转专

业的事。王先生的孩子考进了
英语专业，但很想学会计，不清
楚转会计专业有什么限制。

浙商大教务处处长厉小军
说，学校实施大类招生、类内任
选专业的人才培养举措，分流
前会核定会计学、ACCA 等方
向的教学容量，班级规模基本
保持稳定，转专业学生需求总
体可以预判也能够得到满足。

据了解，浙江工商大学今
年举办12场生源地家长会，历
时半个月。

“大学新生来自五湖四海，
把家长会办到家门口，能够及
时解答家长们的困惑，更好地
进行家校沟通，为新生入学提
供保障。”金一斌介绍，2016 年
以来学校共开展了 50 场生源
地家长会，共有上万名新生和
家长参加。

浙江工商大学4年召开50场生源地家长会

“家长会”开到新生家门口

1941 年 5 月，抗大一分校与中共滨海
地委共同创立了滨海中学，这就是山东临
沂大学的前身。今年暑假，该校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重走抗大路”活动，3 支社会实践团队历
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 4 省 9 市县，跨越
1500 多公里，寻访抗大足迹，追寻抗大人
的初心和使命。

通过参加“重走抗大路”活动的历练，
学生们普遍把个人理想和追求同党和国
家的发展相结合。正如该校党委书记李
喆所说：“在红色文化育人过程中，社会实
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其潜移默化的
教育效果无法替代。”

临沂大学是抗大一分校在沂蒙革命
老区办学的血脉延续和精神传承。该校
立足沂蒙这片红色热土，发挥红色资源优
势，坚持以课堂为主阵地，开展红色教育
校外实践活动，找到了一条实践育人的有
效途径。

学校在开设“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校
本必修课程的同时，严格规定实践学分，组
织学生利用假期开展“寻访红色印迹，传承
红色基因”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寒
暑假，学校还有计划、分批次组织学生周末
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等
红色基地进行现场教学。学校还组织学生
搜集老红军、老支前、老模范等英模人物的
事迹，整理并撰写口述史。

该校秉承抗大“为用而建”的学魂，弘
扬抗大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风，积极
引导学生下基地、下农村、下工厂，将书本
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该校规定
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间
累计不少于 4 周，研究生和专科生不少于
两周，每个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
会调查，撰写一篇调查报告。

近年来，该校深入挖掘沂蒙革命老区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构建起以“学校课
堂、第二课堂、校外育人基地”为依托、以

“课程、教材、媒体”为载体、以“专家、老师、
学生”为主体的红色基因传承工程的教育
教学体系，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大学
生本领担当。

今年暑期，该校 2007 届毕业生、济南市商河县郑路镇褚集小学教
师伦学冬，为救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伦学冬以高尚的道
德品质践行了“能吃苦、善创新、敢担当、乐奉献”的临大特质。

“伦学冬同志的英雄事迹，是践行抗大基因和沂蒙精神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我校不断涌现出像伦学冬这样的先进人物，更加坚定了我
们用抗大精神和沂蒙精神办学育人的信念。”校长杨波说。

在抗大基因和沂蒙精神的涵育下，该校涌现出了孙莎莎、刘秀祥、
黄梓琪、马金鑫、鲍程一方等全国道德模范、新中华二十四孝、全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等优秀青年学生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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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赵长芬

日前，兰州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9名大学生，来到地处淮河流域的安徽省阜阳市，开展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寻访淮河流域剪纸、黑陶等民俗文化，向民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学习剪纸等民俗文化技
艺，感受民俗文化的艺术气息。图为大学生向剪纸传承人学习剪纸知识。 王彪 摄

薪火相传，书院儒风韵不改

凤鸣镇系云阳县江南古镇，素有办学
兴教的优良传统。悠远的历史积淀了独特
的凤鸣书院文化，“勤奋好学、求真务
实、扶贫济困、民主团结”的书院精神滋
养着一代又一代凤中人。他们不断传承、
发展、丰富书院文化，倾力打造教育新高
地，造福百姓。

凤中校园，高楼林立，嘉木成荫，处
处浸润墨宝馨香，洋溢育人气息。伫立校
门，独具匠心的立体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映入眼帘；漫步校园，清华、北大等
名校石刻校训深情地感召着莘莘学子；历
史悠久的“一门一碑两树”，底蕴深厚的

“一记一歌一赋”，重贤尊儒的“建筑名”，
内容丰富的橱窗、展板、文化墙以及教学
楼励志标语、电子屏美文⋯⋯厚重的历史

文化积淀与现代教育理念交相辉映，由书
院精神衍生出的校训“勤奋求真，明道创
新”成为凤中人奋然前行的强大动力。

树德强能，锻造师资抓不懈

勤政务实的凤中管理团队始终把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四有”教师队伍放在首
位，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和业务培训，实施

“种好梧桐引凤来”“请进送出得真经”
“全面锻造展风采”三大战略。通过师徒

结对、集体备课、业务培训、课堂改革、
学科竞赛等方式，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课题研究、论文发表、专业竞赛、著
书立说，成绩斐然。学校现有正高级教师
1 人，高级教师 76 人，研究生教师 11 人，
市、县级骨干教师 86 人，云阳名师 4 人。
爱岗敬业、奋发有为、创造奇迹，成为凤
中教师鲜明的“标签”。

精细管理，立德树人谱新篇

近年来，在云阳县政府部门和县教育
部门的坚强领导下，全校教职工以党的教
育方针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践行“为每一位学
生成功奠基”的办学理念，着力打造重庆
市优质高中。

一是注重建章立制，深化年级管理，
实行行政领导下的年级主任负责制。二是
道德感悟教育春风化雨，学校道德感悟工
作室瞄准点，连成线，突出面，每年精心
制作并组织观看 20 余期主题教育视频，

“感、悟、行”效果显著。三是切实关爱
留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周末、节假日为
留守学生开放图书馆、阅览室、心理咨询
室，在落实好国家各项扶贫政策的基础
上，学校每年再筹措近百万元资助家庭困

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四是狠抓培优帮差
工作，班主任和科任教师齐心协力点对点
做好培优帮差工作，使一大批农村孩子考
上心仪大学，改变人生命运。五是注重特
色发展，以 15 个学生社团为载体，以“体
育、艺术 2+1 项目”为抓手，培养艺体特
长生，打造艺体特色，学校是云阳县授牌
的书法特色学校，正积极创建国家级别足
球特色学校。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凤鸣中学谱
写了农村高中自强不息、固本开新、高位
发展的新篇章，犹如一只美丽的凤凰，展
翅翱翔。走进新时代，不负新使命，学校
将继续传承书院儒风，打造重庆名校，在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攀
登新高峰，缔造新辉煌！

（重 庆 市 云 阳 凤 鸣 中 学 校 唐 浩
陶 忠 柯发辉 曾建华）

传承书院儒风 打造优质高中
——记重庆市云阳凤鸣中学校

尚德发展：三精教育高瞻远瞩

教学质量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线，
成绩是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窗口，平
原县第四中学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学
校一直行走在追求高效课堂的路上，
并不断推动高效课堂落地。平原县第
四中学根据国家教育部门 《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推行实践“2+1”教学方式，其
中“2”是高效课堂、智慧课堂，“1”
是空中课堂，空中课堂是高效课堂、智
慧课堂的延伸、拓展和有益补充，可以
促进教育公平，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高效课堂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大
亮点，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

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
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教学的较
高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课堂模式。与
此同时配合智慧课堂，将信息技术、
网络科技引入课堂教学中，实现“互
联网+”教育，让学生和教师共同发
挥主观能动性，集合每个人的智慧于
课堂，创造出独特的第四中学课堂教
育模式。

学校发现，在假期学生的自律性
比平时要差，并且假期很多学生去报
校外的辅导班，这些辅导机构水平参
差不齐，教学效果不能保证，甚至对
学校教学起到反作用；更重要的是，
校外的这些辅导机构价格高昂，对很
多家庭来说，负担太重。对此，学校
特别开展了空中课堂，选拔了学校优

秀的教师，以网上授课的形式，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辅导。高效、智慧、空
中课堂的建立，对学生的教学、育人
实现了全面、立体的管理，最终促进
学校“三精教育”的发展。

多元发展：师资队伍独树一帜

一个学校的发展无非就是教师和
学生，而教师在学生发展进程中起到
引领作用，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是
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一直在努
力打造学校的初级目标，即在区域内
做教育的领头雁，抢占义务教育的制
高点，具体体现在育人质量和育人水
平上。学校多次与外地名校结合、名
师结合，不断学习、交流、沟通，不

断实践、运用、探索、推广。在这样
的基础上，平原县第四中学以高效课
堂为主阵地，来培养人、教育人、影
响人、成就人。在学生学习和管理方
面，学校结合高效课堂“学生主体、
学情主导、教师助推”的理念，致力
于学习共同体的建设，这是日本教育
家佐藤学提出并实践的，这也是对高
效课堂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证明。

硕果累累：教育成绩异彩纷呈

一所学校成绩的好坏、教学质量
的高低、育人水平的高下，就在于课
堂。实践证明，平原县第四中学在推
进“2+1”教学方式的做法上是行之
有效的，2018 年，平原县第四中学在

德州市初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获一等
奖，2019 年，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
家教育部门课题组确立为“创新型人
才培养试验学校”，学校的刘建霞教
师在贵州天柱县中小学生态语文教育
研修培训会上执教示范课并作了专题
发言，李淑霞教师应邀到曲阜实验中
学上智慧课堂示范课，河北、北京、
济宁等地的学校多次到校参观智慧课
堂建设。

路漫漫其修远兮，平原县第四中
学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尚德多元求
发展，砥砺奋进勇争先！在特色教育
与素质教育的大海洋，取得傲人战果
的第四中学犹如一艘巨轮，必将扬帆
远航，鹏程万里，展翅翱翔！

（山东省平原四中校长 曲学合）

立“三精”品牌 享多元文化 圆特色之梦
——山东省平原县第四中学“三精教育”特色发展纪实

在山东西北部、德州市中部地区，
传承着自秦朝至今 2200 多年的历史底
蕴，孕育出一所成熟又充满朝气的特色
学府——平原县第四中学。学校建校于
1981 年，是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学校
一直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问题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建
设的核心重点。近年来，平原县第四中
学提出了“三精教育”办学理念和目
标，即“做精致老师，育精英学生，办
精品学校”。逐步形成了“启智化育，
立德树人”的核心教育理念，凝练出一
套有特色的学校实践经验；锻造出一批
仁和、明理、向上的教师队伍；培养出
一批正直、诚信、高素质的学生；创造
出一所有朝气、有内涵、有发展的品牌
学校。

门润风霜昂扬厚重韵不改，碑藏泥壤幽远沧桑岁能详。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大巴山深处的重庆市云阳凤鸣中学

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农村高完中——
它历史悠久：1810 年始办义学，1847 年为凤鸣书院，

后更名为高等小学堂、明道中学、国办初级中学，1982 年
升格为高完中，2010年晋升为重庆市重点中学。200余年文
脉绵延，它就如校园中那株 200 多年的银杏古树一样，历
久弥新，枝繁叶茂。

它成果丰硕：已为国家培养了 3 万余名初高中毕业
生。近年来，屡创“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新纪录，多名
学子考入清华、北大、复旦等全国一流大学。学校先后荣
获国家教育部门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先进学校，重庆市先进
基层党组织、新课改先进集体、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庆校园
文化建设百强学校等 20 余项国家、市级表彰奖励，在全县
综合考核中连续7年被评为优秀学校。

凤鸣中学是如何克服地理位置偏僻、生源不佳等困
难，在大山深处取得如此成绩的？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