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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正定县弘文中学为落实劳
动教育，已将本校编写、河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的校本教材《农业技
术》（中学版）发至初中、高中学生及
全体教师手中。

正定县弘文中学自1996年由资
深校长吴传君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
占地 200 多亩，在校学生 5000 余
人，教职工400多人，涵盖小学、初
中、高中、教育培训、农业劳动教育
基地的弘文学团。2006年被河北省
教育部门评为“河北省民办教育明星
学校”，2012年入选全国首批中小学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建校之初，弘文中学就将“践行
劳动教育”作为校训，醒目地镌刻在
教学楼上。办学20多年来，弘文中学
一直坚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并不
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将劳动教育推
向深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精心孕育
校本教材惊艳出炉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
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
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
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
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
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
长。”

美育列入初中、高中教学计划，并
编写了音乐、美术等教材，但劳动技术
教育、社会实践方面，仍缺少国家层面
编辑的教材，各级各类学校的劳动技术
教育、社会实践则因地制宜。正定县弘
文中学以让学生参加家务劳动感恩父
母、学习生活技能以自我服务为主，取
得了一定成效。

正定县弘文中学校长吴传君联系
学校地处农村、多数学生都有农村
背景的实际，凭着自己从教 50 多年
的经验，提出了编写体现正定县地
域特点、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劳动
教育校本教材的构想——以农业技
术为载体，对学生进行实实在在的
劳动教育。他充分挖掘、利用学校
师资力量，安排在农村长大、有多
年农业劳动实践和农业技术经验的
老教师完成编写劳动教育校本教材
的任务。

2018 年冬，吴传君与主编教师拟
定了 《农业技术》（中学版） 的基本内
容框架，主要包括二十四节气、传统
与现代农具、农田水利等常识和正定
县主要的粮食、经济、蔬菜作物的栽
培技术要点。2019 年春，有关人员着
手收集资料动笔编写，7 月初完成了
文字初稿，经在正定县工作多年的农
业专家王幼辉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

进一步修改而基本成形。
2020 年春，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

态化，学校与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取
得联系，经出版社三审三校和主编教
师多次精心修改之后，该书于 2020 年
6 月份正式出版。

立德树人
校本教材独具特色

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立足点
和归宿都是立德树人，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重拾劳动教育的今
天，尤其如此。

正定县弘文中学劳动教育校本教
材 《农业技术》（中学版）（以下简称

《农业技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教育根本任务，从初、高中学生实
际出发，秉持弘文中学“先学做人，
后做学问”的办学理念，突出正定县
这个北方农业生产先进县的生产技术
特点。《农业技术》 不论是讲解农业常
识，让学生了解农作物原产、传播、
耕作栽培现状，还是揭示中外农业发
展史，并将丰富的理论知识、真切的
实践体悟相结合，妙喻取譬，深入浅
出，融思想性、常识性、人文性、文
学性及趣味性为一体，可谓寓教于
乐，寄学于趣，独具特色。

《农业技术》 中的农作物、农活技
术、农谚故事独具正定特点，学生倍
感亲切；引用的圣贤教诲体现着弘文
中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学生心领神会。在接受农业知识技能
的同时，激发学生热爱养育自己的桑
梓之地，热爱培育自己的母校。这种
朴素的感恩之情潜滋暗长，扩而大
之，延伸到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

《农业技术》 以诸多农作物作比
喻，讲到了人格的培树、品德的修

养、人际关系的处理、甘于奉献的精
神、勤劳敬业的人生态度。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潜移默化，如春风化
雨般润物细无声，在濡染之中让学生
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
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德。

《农业技术》 中列举了较多的古代
圣贤及当代领袖，穿插了歌颂赞美劳动
和劳动人民的诗词民歌。有廉洁奉公的
大禹、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主持修
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和发明创造坎儿井
的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更有新中国70
华诞之际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功勋模范人物⋯⋯热情洋溢地赞
扬这些为中华民族繁衍强盛而奉献的

“筋骨和脊梁”，讴歌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满满的正能量激励
着每一名学子的报国激情。

《农业技术》 还讲述了现代化农机
具的创新创造、化肥农药的使用、农
作物的新品种培育、高科技现代农业
的各种探索，涉及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环保等许多学科知识。在
农业技术实践中，学生将理论和实
践、课内和课外融为一体，学以致
用，以用促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好奇心和探索农业科学的求知欲。

有了《农业技术》这本独具特色的
校本教材，正定县弘文中学的劳动教育
课成了真正的必修课。依据教材，系统
地安排劳动课程，让劳动课课时有保
证，课堂有内容，教师不盲目，学生有
收获；遵循教材，科学地制定劳动课
评价方案，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条
理清晰，简单可行。正定县弘文中学的
劳动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开辟基地
劳动磨炼中培根铸魂

理论联系实际，真正的劳动教育

离不开劳动实践。为让学生在农业劳
动中接受真正的劳动教育，吴传君校
长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谋划劳动教育基
地。2018 年，经多方努力，正定县弘
文中学与正定正奇集团成功合作。经
过两年多紧锣密鼓的规划建设，2020
年 3 月，“弘文中学劳动教育基地”正
式挂牌投入使用。

位于学校正北 3 公里处的弘文中
学劳动教育基地被乡间小路环绕，横
跨永安、岸下两村，占地 120 多亩，
集种植养殖为一体。种植园包括果
园、菜园和农田。果园内苹果树、梨
树、桃树等北方果树各自成块；菜园
内豆角、黄瓜、萝卜、白菜等四季蔬
菜按节气循环种植；农田里春种夏作
秋收冬藏，小麦、玉米、大豆、谷
子、棉花等各种农作物间作和套种。
养殖园内喂养着猪牛羊等牲畜和鸡鸭
鹅等家禽。四季瓜果飘香，早晚鸡鸣
犬吠，弘文劳动基地一片田园风光。

从去年秋季开学，弘文中学成立
了劳动教育处，精心选拔有丰富劳动
经验的劳动课专业教师，科学制定了
劳动课教学计划。依据 《劳动技术》
教材，学生每周上一节劳动理论课。
在专职劳动教师带领下，学生以班为
单位，每学期轮流到劳动基地参加一
周农业劳动，接受农业劳动教育，成
为弘文教育的常态。

在农业技术理论课上，学生们认
识了古今各种农具，了解了各种农作
物，知道了农业生产的初步知识，明
白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在劳动教育基地，学生和教师放
下书本，走进农田，走进生活。师生
一起在扎手划脸的玉米地里掰玉米，
在秋日艳阳下挥汗如雨，翻地种小
麦，推着小车在雨雪交加中抢收大白
菜，抱着玉米秸秆粉粹为牛羊备饲
料，提着饲料桶喂鸡喂鸭⋯⋯学生们

分清了韭菜和麦苗，学会了使用铁
锨、手推车，汗水湿透的衣衫让他们懂
得了“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手上的血
泡让他们体会了“粒粒皆辛苦”的含
义。在除草施肥浇地中，“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道理铭刻在学生心里；在吃苦
耐劳出力流汗中，顽强的毅力、节俭的
意识、勤劳的精神融入学生的品格。

“劳力劳心，亦知亦行”，到劳动
教育基地参加劳动让弘文中学的劳动
教育课真正落地生根。学生们在日记
里把参加基地劳动称为“最难忘的经
历”“最快乐的教育”；老师们欣喜地
发现，从基地劳动回来后的班级，学
生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懂
珍惜知感恩的多了，更加勤奋更爱学
习了；许多家长都说孩子回家后一下
子长大了，感谢学校给了孩子锻炼成
长的机会，还纷纷要求下一次劳动要
和孩子一起参加。学生、家长和社会
的一致认可让弘文中学的劳动教育收
到了令人欣喜的效果。

一套得心应手的劳动教育教材，
一块让学生真正流汗出力的劳动教育
基地，一个落地实施的劳动教育计
划，一支有劳动经验的专业教师队
伍，让弘文中学的劳动教育开展得有
条不紊、有声有色。以劳树德、以劳
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劳动教
育成为河北省正定县弘文中学的又一
办学特色。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吴
传君校长的领导下，全体弘文人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践行劳动教
育”这一新的办学特色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教育”这一办学特色相
融合，与时俱进，努力前行，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张 辉 吴 婷 李 力）

创新开展劳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河北省正定县弘文中学启用《农业技术》校本教材践行劳动教育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弘文中学近日启用了 《农业技术》（中
学版） 校本教材，并组织学生到劳动教育基地参加劳动，进一步深化劳动教育。通过以劳树德、以
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接受和发展，表现在口头是听和说，表现
在书面是读和写。而对个人来说，小学既是打
基础的关键期，也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点
阶段，语文学习无疑在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打造高效课堂，强化小学语文学习效
果，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大柳疃小学

（以下简称柳小） 择机推行“读写并行”三部
曲，从而架起了高效教学的快速通道，让小学
生在学习语文中受益匪浅。

柳小地处“潍坊母亲河”白浪河西岸，历
有求知重教的优良传统，当地人民勤劳，民风
淳朴，千百年来以坚实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教
育誓言。柳小的前身为成立于 1908 年的“柳疃
学堂”，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学
校以幸福教育为核心理念，在原有“幸福五部
曲”基础上，经总结、凝练、提升，形成了适
合学校实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五福”文

化，积极打造“五福”特色教育文化体系，是
高里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柳小推行的“读写
并行”三部曲是按照一天中三个时段，分别设
置学习内容，并命名为晨读、午书和暮思。

晨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先说一下第一部曲——晨读。俗话说，
“一日之计在于晨”，人的大脑在清早时最清

醒，记忆力最强，针对这一特点，学校推出了
“晨读一部曲”。每天早上学生到校，教室内就

会传出琅琅读书声：或诵读课文，或诵读经典
诗词、名句。晨读内容除了安排学生诵读课本
中的精彩文章，还要诵读 《语文主题丛书》 里
的经典段落、古诗文等。通过晨读，学生们既
收获了书本知识，还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每到大课间，教室内、长廊下总能看到学生们
捧着书本认真阅读的身影。为了让小学生把读
过的经典词句积累下来，学校给每人发了一本
读书成长册，里面不仅可以积累好字、好词、
好句、好段、名篇等，也可以把自己的读书方
法、读书心得、感悟等记录下来，教师会定期
把“读书成长册”收上来看一看，评一评，展
一展，赛一赛⋯⋯现在，柳小的学生们不仅养
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
水平也得到大幅提高。

午书——学书则知，识学可以致远

俗话说，“人生聪明写字始”，写一手好字
对个人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让学生
们都写一笔漂亮的汉字，学校在书写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除了每周例行的写字课，还要
求学生在中午时练字，这就是第二部曲，叫
作午书。学校专门印发了午书的纸张，要求
小学生做到端正坐姿，认真书写。还特别聘
请了专业书法教师来到课堂中指导学生如何
正确握笔，如何起笔、收笔，如何观察字的
结构等，小学生练字亦有板有眼。学校还发
动学生，自愿征订了 《小学生写字》 教材，
练字用的作业纸则由学校统一印刷并免费下
发。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学生的书写在全街
道可谓首屈一指，得到了领导、教师以及家
长们的一致好评。

暮思——立志宜思真品格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意思是说，学和思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偏
废。为了有效提升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
柳小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又设置了“暮思”，与
晨读、午书共同构成了“读写并行”三部曲。
对于“暮思”这一部曲，学校也是高度重视，
全面推行，专门设计并打印了暮思卡，上面印
有需要学生填写的内容，包括所书 （篇） 名、
作者、其中的好字好词好句以及读后的感悟和
收获等。每天下午放学，教师会给每个学生都
发一张暮思卡，要求他们每晚把一天的收获写
在上面。借助“暮思卡”，既提高了学生们的
写作表达能力，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又
起到了练字的目的，提高了学习能力，真可谓
一举多得。

自 从 学 校 奏 响 “ 读 写 并 行 ” 三 部 曲 以
来，学生们每天徜徉在欢乐的书海里，驰骋
在美妙的书法艺术中，沉醉在动脑思考的美
妙中，不仅读写水平大幅度提高，学习面貌
和状态也明显改观，由此带来的是学习能力
的显著提升。

随着“读写并行”三部曲的推行，学校的
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们不仅会快乐地学习，也会健康地成长，使得
每一个学生受益终身，从而真正实现山东省潍
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大柳疃小学“幸福人生从
柳小起航”的办学夙愿。

（李玉明 崔海霞 王世友 牟彩霞）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大柳疃小学

“读写并行”三部曲 搭建高效学习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天津杨柳青年画不仅是我
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更是一笔可贵
的教育资源。坐落于杨柳青镇的天津
市西青区实验小学，将杨柳青年画特
色课程建设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抓手，作为传递中国“文化自信”
的重要载体。学校把年画与情操德育
相结合、与审美艺术相结合、与创新
能力相结合、与动手劳动相结合，通
过充分发掘杨柳青年画资源，已走出
一条以杨柳青年画为核心、辐射多学
科、面向全体学生的文化传承之路。

扎根基础，年画走进课堂

课堂是对学生普遍实施艺术教育
的主渠道，要想让传统艺术保留并且
传承下去，全体学生必须要通过课堂

参与其中。
2004 年起，杨柳青年画就正式纳

入到美术学科教学中，每个教学班两
周一节年画课。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
特点，对教学内容科学地安排，一、
二年级用蜡笔、油画棒、彩铅彩绘，

三年级采用蜡笔、水彩相结合，四、
五、六年级用水彩独立完成。孙静、
赵群、高磊等教师的年画课及相关论
文获得了国家、市、区级奖项。

学校开设了风格独特的“杨柳青
年画彩绘室”和“年画艺术手工活动
室”，学生可选修年画扇面、泥塑、
剪纸、十字绣、景泰蓝年画等 20 余种
选修课。杨柳青年画不仅是刻在板
上、拓在纸上，还能画在书包、手
绢、风筝、灯笼甚至螃蟹壳上，创造
性很强。

借助年画独特载体，年画课程还
与其他课程相融合，丰富各学科学习
形式。年画＋语文课，编印了 《杨柳
青年画知识读本》；年画＋音乐课，创
编了 《欢天喜地杨柳娃》《乐有余》 等
特色舞蹈；年画＋劳技课，用吹塑
纸、布艺做材料，使年画作品有了立

体感；年画＋英语课，编写了 《杨柳
青年画英语解说词》，通过“小小导游
班”，向来到杨柳青的国际友人传播年
画艺术。

通过杨柳青年画欣赏课，学生们
体会到画面背后的内涵，如 《福善吉
庆》 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献寿图》 体
现了尊老爱老传统美德等。

提高兴趣，校社共建培养
学生责任心

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处处渗透着
艺术的传承。18 幅巨幅杨柳青年画环
抱操场，18 个杨柳青年画娃娃，化身
为 18 个体育项目运动员，表现着不同
的运动知识。教学楼一楼大厅中央，
以杨柳青年画代表作 《连年有余》 为

背景的浮雕墙精致亮眼；二楼年画展
室和年画艺术长廊，展示了杨柳青年
画历史、种类和各个题材的年画代表
作；楼内所有楼梯墙面，装饰了学生
们创作的不同工艺年画作品，激发着
学生参与年画传承的积极性。

为了树立学生的责任意识，学校
让宣传阵地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师
生构思创作了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教育”“阳光体育”两大主题的宣传
年画，多幅作品成为西青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宣传展牌的主题图片。学生
们作为年画遗产的继承者和宣传员，
又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对培养责任
心和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弘扬发展，年画教育赢口碑

教 育 因 年 画 而 多 彩 ， 学 校 因 年

画而精彩。学校先后接待了美国、日
本及我国各地众多教育团体的参观学
访，年画成绩引称赞。2013 年，在首
届“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节”开幕式
上，展出 了 40 余幅学生年画作品，
20 名学生现场彩绘年画，成为年画节
的一大亮点。2017 年底，从各省市遴
选出的 8 所学校参加全国中小学传统
文化优秀成果展评，实验小学入选其
中，中国教育电视台专题 栏 目 《传
承的力量》 首站就来到学校拍摄年
画传承活动，并在春节期间进行了
播放。2018 年，教师和学生代表受
邀参访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赠
送了学生的年画作品，学校的景泰
蓝、剪纸等年画走出了国门。中国
教育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天津日
报》 等众多媒体多次报道学校年画
传承成果。

杨柳青年画的传承是可持续发展
的过程，学校教师发挥着自己的聪明
才智，用杨柳青年画独有的文化魅力
滋养着学生的心灵。在今后的教育实
践中，学校会继续坚持本土特色，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精髓相结合，不断为
传统艺术课程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校长 李祖华）

年画载艺韵 文化始传承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杨柳青年画”特色课程建设剪影

教师为学生讲解年画彩绘技法

高二学生在弘文劳动教育基地
参加劳动后收获满满返校园

高二学生在弘文劳动教育基地
参加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