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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渚满目绿无涯，棠棣无处不逢
花。”走进春日的棠棣村，翠绿迎面、花
香扑鼻。层层叠叠的田野、各具特色
的农家别墅如油画般铺展开来。

棠棣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漓渚镇西北部，相传 2500 年前，越王
勾践便在兰渚山下种植兰花。上世纪
80年代起，村民们凭借着“一根扁担闯
天下”，又让棠棣的花木销到了世界各
地。彼时，绍兴市柯桥区园艺学校办
到了村口，为村里培养了大批园艺人
才。“村里只要是种植兰花的，多多少
少与学校有渊源。”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刘建明说。

刘建明从 17 岁就开始采兰卖兰，
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直言真的非常辛
苦。但是上山采兰，产量少，不利于整
体繁殖，大伙的收入得看“老天爷的脸
色”。学校的教师团队发现这一问题
后，给村里出谋划策，希望帮助村民们
用组培的方式来繁殖兰花。

有村民跳出来反对，担心品种被破坏
了，到时兰花没人买了怎么办。老师们一

边多批次地进行实验，一边给村民们普及
知识：组培可以让一些珍贵的兰花得到大
量繁殖，不然仅靠野生花苗远远不能满足
大众需求。一些种植大户听后动了心，开
始种植销售组培兰花。眼瞅着生意红火起
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转型的队伍。

此后，双方合作进入“蜜月期”。
除了繁殖当地名优品种，还培育了多
款新、优、奇、特的兰花品种。在花木
病虫害防治上，突破传统治疗方法，利
用新技术减少病虫害，村民们长期头
痛的炭疽病、梨桧锈病等问题被一一
破解。

如今，棠棣村的兰花销售几乎覆盖
了国内的大中城市，村民人均年收入超
过10万元。“现在棠棣村卖出的每一株兰
花，都带着学校科技帮扶的基因。”刘建
明说。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和柯
桥区财经学校合并为绍兴市柯桥区财
经旅游学校，校址也搬到了城区。为了
延续与棠棣村的合作，原校区保留下来
改造成园艺实训基地，有专业教师长期
驻守。村民们一旦遇到种花养花的问
题，走几步路就能向老师们请教了。

棠棣村的兰花生意越做越大，一
到销售旺季，前来运花的车辆往来穿
梭，村里尘土飞扬。加之种花养花也
占用了不少土地，村子的自然环境亟待
重塑。2011 年，棠棣村申报打造绍兴
市首批美丽乡村，学校当起了“美丽顾
问”。

校长鲁伟民介绍说，党员干部带
头，园林专业骨干为主力，学校组织了

一支美丽先锋队。针对当时村子土地
分散不利于建设的现状，美丽先锋队
提出要集中土地，整体规划。他们跟着
村干部，一起走入乡间田野，形成的文字
和图片资料就有好几沓。一旦有需要，学
校的其他专业也参与进来，比如帮助设计
新型太阳能路灯，提升路面平整度等。

2015 年，美丽乡村建设进入“攻
坚期”。学校深度参与了棠棣村的绿
化景观设计规划、绿化施工管理及家
庭庭园盆栽花卉布置等工作。参与设
计的“最美乡道”兰泽路，打通了产业
路、美丽路和健康路等几条小路，成为
村里一条标志性的主干道。道路实现
杆线入地，从视线上改善了村庄的美
观与整洁度。

村子大礼堂前伫立着一组“三羊
开泰”景观：三只公羊站在柱子上，昂
首远眺。底下的花盘绚丽绽放，象征
着笑迎八方宾客。设计者曹炳福介绍
说，花卉苗木是朝阳产业，三羊谐音

“三阳”，希望给村子讨个好彩头。现
在，这处景观已是村里的“网红打卡

点”，前来拍照留念的游客络绎不绝。
还有，棠棣村建设“花香漓渚”田园

综合体，将300余亩分散的丘陵山地改
造成“千亩花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
空间吸引游客。学校除了参与建设方案
的论证外，还负责羽扇豆、向日葵的种植
与管理。

几年下来，棠棣村实现了美丽乡
村的华丽转身，被评为国家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每年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
达到了15万人次。

村里的“带头人”刘建明是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为
进一步提升校村合作，2017 年，绍
兴财经旅游学校成立刘建明大师工作
室，并成功创建为浙江省中职大师工
作室，从技术传递、创业指导等方面
助力学生的成长成才，培养一支乡村
振兴的后备军。

“学校将进一步做好棠棣村的美
丽顾问，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
力量。”鲁伟民说。

本文底图为棠棣村全景图片

棠棣村的“美丽顾问”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李玉香

大的几十亩，小的十几亩乃至几亩
地⋯⋯不同于农村的广阔天地，在高楼
林立、寸土寸金的城市，面积普遍较小
的学校该如何开辟劳动实践场地？没
有场地怎么开展劳动实践教育？

作为省会城市，近年来，湖南省长
沙市巧做加法，实施“校园+边角”“学
校+家庭”“区域+基地”等模式，打造
立体校园、同心校园、开放校园，充分
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为劳动实
践教育“+”出了广阔空间。

校园+边角，打造立体校园

白菜、萝卜、香菜、茼蒿⋯⋯走
进长沙市高新区金桥小学，登上教学
楼屋顶，只见各类蔬菜分块种植，绿
油油地长满了一地。

“我们有屋顶农场7000平方米。”
校长赵华说，作为一所城区学校，该校
占地面积 50 亩，有 1261 名学生，学校
充分利用空间，巧妙布局，把屋顶、墙
角、墙壁、办公室等角角落落统统利用
起来，开展耕作、手工、家政、非遗等各
类劳动实践教育，打造了劳动实践教
育的立体校园。

金桥小学是个缩影。目前，长沙
市主城区近400所中小学，大的学校
占地面积只有五六十亩，普遍的只有
二三十亩，最小的只有两三亩,普遍
面临劳动实践教育场地空间不足难
题。

“城区寸土寸金，学校普遍场地
不足。”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孙传

贵说，面对这种情况，长沙市教育局引
导各城区学校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开发
利用学校现有空间资源，建设劳动教育
实践场所。

他介绍，在平面空间上，引导学校
整合校园绿化带和空闲场地资源，开发
适宜的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实现平面空
间的充分利用。在垂直空间上，引导学
校充分利用楼层空间资源，从楼底到楼
顶分层创建劳动教育实践场所，科学安
排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实现立体空间的
充分利用。

现在，“上天入地”，把各种边角
料、闲置资源利用起来，是长沙学校的
普遍做法。芙蓉区朝阳小学，占地不到
16 亩。走进该校，只见走廊两边架子
上，是各班级种植的花花草草；教学楼
墙上，爬满的是藤类植物；食堂的前坪
上，开辟的是小块小块菜畦⋯⋯学校显
得精美而又生机盎然。

“处处有阵地，人人爱劳动。”朝阳小
学校长周敏说，孩子们现在不出校门，就
可以从一粒种子开始，观察植物的生长
全过程，给予了他们体验劳动的小天地。

学校+家庭，打造同心校园

“妈妈，我给您泡杯热茶吧！”这是
长沙市民宋新丽下班回家时最常听见的
一句开场白，谈起劳动教育，她很是感
激：“从前我儿子可以说是‘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而现在，小家伙常主
动要求承担拖地、擦桌子等家务，还拍
着小胸脯说：‘妈妈，这些事情我能搞
定！’”

长沙市把学生家庭作为重要的劳动
教育基地，全力打造“同心校园”，根
据学生年龄特点编写家政校本教材，注

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
践机会，以家务劳动作业为抓手，鼓励
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
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
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和其他生活技能。同
时，学校还设计了劳动成果评价指标，
纳入劳动综合素养评价体系，让孩子们
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学生不能只在试卷中、纸面上获
得所谓的成长，劳动教育也不能只在课
堂中发生。”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
琴说，家庭劳动既是校园劳动的基础，
又是校园劳动的延伸。让孩子养成从小
爱劳动的好习惯，必须抓住衣食住行的
细节处，重视日常生活的点滴处，以家
务劳动为抓手，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
己动手，积极主动地进行劳动。

家长和学校的通力合作，极大地推
动了劳动教育的深度开展。“白天，这是
一所孩子们的学校；晚上，这就是一所家
长和周边居民的学校。”金桥小学校长赵
华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以学校为场地，广
邀家长和周边居民参加“家校夜话”，“夜
话”内容涵盖学校人才培养方向、劳动课
程设置及学生劳动收获等多方面。

长沙还充分借助家长资源，让他们
参与到学校基地的建设、课程的开发、教
学的开展等工作中来，形成良好的互
动。

大同瑞致小学与湖南农业大学相邻
而居，校长孙晗说，学校在打造“自然
教育”特色中，充分依托农大资源，有
的家长种植经验丰富，定期到校进行技
术指导；有的家长是农大的葡萄种植专
家，主动提供优质葡萄苗⋯⋯因此，大
同瑞致小学四季常绿、花团锦簇。据不
完全统计，校内现有果树 10 余种，鲜
花30余种，各类植物100余种。

区域+基地，打造开放校园

走进岳麓区莲花镇，一所占地10万
平方米的现代化“学校”矗立在记者眼
前。但这所“学校”有点儿不一样，教室叫
陶艺室、化学实验室、模型制作室、工艺美
术室⋯⋯这就是长沙市综合实践基地。

“每个县市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不
同类型的集中的劳动实践基地。”长沙
市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主任陈珍坤介绍，
长沙各县市区以“区域+基地”模式，
通过集中建设基地或者利用公共场馆作
为区域性劳动实践基地，共建基地，场
地更充分，师资更充足，效果更好。

拿长沙市综合实践基地来说，该基
地由岳麓区和长沙市教育局共建，始建
于 2002 年，是全国 149 家综合实践基
地之一，每年由财政投入 1200 万元。
基地主任杨伟告诉记者，去年接待了岳
麓 区 和 长 沙 市 直 中 学 13000 多 名 学
生，以学校为单位，每所学校安排一个
年级，来到这里学习一周。

在劳动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长沙
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场农场、科研
院校和社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
实践场所，结合公益性社会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综合实践基地等社会资源，为
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搭建活动平台。

隆平水稻博物馆与芙蓉区教育素质基
地联系，保证了每年全区五年级的学生近万
人来博物馆进行研学及劳动实践活动。

“高新区有4万余家企业，很多企业
都与学校结成了联盟。”长沙市高新区教
育局副局长张晓军表示，区内丰富的企
业资源，就是天然的实践基地。同时，这
些科研型企业，还能为劳动教育添上“科
技”的色彩，化解家长的顾虑。

长沙长沙：：““++””出劳动教育广阔空间出劳动教育广阔空间
本报记者 阳锡叶 特约通讯员 张晓雅 周恋 黄军山

■一校一村

“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
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
永远造福人民。”这是 2020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时对吉林
省农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

时隔10个月，此时的吉林大地
农忙正酣，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
白山黑水间激荡回响。

在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中，推广
“免耕”成为必然之举。“免耕”要
求不翻动表土，并在地面留下足以
保护土壤的作物残茬。实施开沟、
精准落籽、精量施肥、埋沟的智慧
农机，是实现免耕必不可少的装备。

在吉林省四平市，一台台播种
机在田间呼啸往来，拖拉机时快时
慢、停停走走，扒开土，种子的间
距却分毫不差。在玻璃城子镇海丰
刘村，村民丁品祥介绍说，春节
前，他就已经根据预先设计好的数
据，盘算出了种子、化肥的投入成
本，预估今年的收成，“种子用量跟
我估计的几乎一模一样。按去年的
价格，今年能挣4万多块钱”。在学
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村民张学武在
自家的院子里掏出手机，5 公里之
外的玉米播种情况尽收眼底。“照这
个速度，最多再有两天，就都种完
了。”张学武说。

他们都是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达”） 智
能免耕农机的用户，免耕正在被越
来越多的农民接受。

4 月下旬以来，2 万多台装有长
春理工大学农业物联网科技协同创
新中心研发的智能设备的康达免耕
农机，在东北大地轰鸣作业。在创新
中心产品研发实验室的智慧云屏上，
农机总量、各地区农机数量、工作农
机数、待机农机数、异常农机数等一
目了然。今年，使用康达设备进行免
耕播种的面积突破了600万亩。

每到农耕季，创新中心教师杨宏
伟的工作就是坐在屏幕前，时刻关注
免耕播种设备的总体运行状态，并及

时协调解决设备故障。杨宏伟说：
“设备几乎没出过问题，大多都是操
作失误造成的，连接视频指导一下，
差不多都能解决。再不行，就立马过
去一趟。”如此服务，让农机用户对长
春理工大学越来越认可。

2009 年，康达总经理杨铁成下
决心搞智慧农机，他找到了现任长
春理工大学校长、时任该校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的杨华民。不到
5 分钟的交谈，杨华民就给他吃了
定心丸：“没问题，我们能做！”随
即叫来杨宏伟，当场进行了对接。
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作为免耕作业的倡导者和推广人，
杨铁成直言：“康达和长春理工大学联手
开创了播种机械智能化的先河。没有
智能系统，免耕不会普及得这么好。”

2010 年 2 月，首款设备正式配
装，智能播种机三年内销量翻了两
番。2017 年、2020 年，第二代、第三
代设备相继投产，康达总销量突破 2
万台，在免耕农机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70%，成为名副其实的业内龙头。丁
品祥说：“不用总翻地，地也有劲儿。
种子、化肥一点儿不糟践（浪费），产
量还上来了。”随着康达和长春理工
大学合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人。

十几年间，杨铁成对长春理工
大学始终情有独钟。杨铁成坦言，
长春理工大学跟康达合作不是为了
钱，这种精神征服了自己。对于长
春理工大学而言，搞智慧农机并不
划算：一台设备不过两三百元的利
润，再刨去后续的跟踪服务投入，
远不及其他项目来得实在。但他们
不但搞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多年。

杨华民说，长春理工大学是
“兵工七子”之一，骨子里的军工血
脉，让求真务实、为国担当成为学
校的鲜明气质。黑土地保护事关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很高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利国
利民、造福后代的大事，学校愿意
在这件事情上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

黑土地保护中的
“长理”科技力量

通讯员 田苗华

本 报 讯 （特 约 通 讯 员 刘 卫
锋）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举行“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课”启动仪式
暨青少年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会。

近日，中共南通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在前期组织“会课”打造百
节精品思政课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南
通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
课”活动，以“铭记光辉历史，坚定理
想信念”为主题，以全市1835名中小
学思政课专任教师为重点，带动全市
中小学（含中职学校）所有专兼职思
政课教师，备课磨课、实践研学，持
续强化思政课创新，打造精品思政
课堂，把党史知识讲清楚、讲透彻。

启动仪式上，南通市委教育工

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郭毅浩作思
政课备课辅导报告，指出要进一步
认清加强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重要
意义，组织所有教师备准、备深、备
透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思政主题系
列课，以“微课堂”做好“大文章”。

据悉，南通自启动“万名师生学党
史”系列活动以来，广泛开展“十个一”
活动，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宣传红
色文化，组织青少年讲好红色故事，寻
访红色基地，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在
心灵深处厚植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情
怀。大力开展“千场主题宣讲进校园”
活动，目前已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
明、形式多样的党史报告会630场，覆
盖青少年学生超过45万人。

江苏南通

1835名思政教师“同备一堂课”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天喜）“现
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一天
比一天幸福美满，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
鲜血换来的。”这是老党员、抗美援朝
老兵郑玉功在甘肃省高台县城关初中
为青少年学生讲述当年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时的场景。

高台县教育局党组、教育党工委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我们要讲好
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
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
嘱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紧盯“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目
标要求，聚焦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
两大群体，通过邀请革命老兵现身说
法、组建教育系统党史宣讲小分队入
校宣讲、创新开设“党史微讲堂”“党史
小喇叭”等线上载体、组织开展“十个
一”红色教育体验等系列活动及“红色
基因传承”十大行动，注重上好“四堂
课”，即突出以上率下上好“示范课”，
创新活动载体上好“初心课”，传承红
色基因上好“思政课”，办好民生实事
上好“实践课”，持续推动全县教育系
统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甘肃高台

上好“四堂课”力促党史学习走深走实

棠棣村简介：全国乡村振兴示范
村棠棣村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西
北部，是一个以花闻名、以花为业、
以花致富的小山村。全村总面积2.91
平方公里，496 户 1509 人，党员 62
名，乡贤 46 人，2020 年村民年人均
收入超过 10 万元。作为远近闻名的

花卉特色专业村，棠棣村拥有 3 万余
亩 花 木 基 地 ， 数 百 个 “ 星 级 园 艺
师”，是中国花木之乡漓渚镇的一张
金名片。棠棣村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
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
村”“中国美丽乡村”等。

■基层发现

■基层速递

日前，天津市实验中学学农劳动周活动在北京科
技大学天津学院学生劳动实践基地开营。据了解，北
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劳动学
院，负责开展全校大学生和全市中小学生的劳动实践
教育课程。基地充分利用学院产学研优势和人才资源
优势，秉持“一次学农，影响一生”的教育理念，根据中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构建了相应的学农课程，为大中小
学生学农劳动教育精准提供服务供给。

本报记者 徐德明 文 名知 摄

习得田间事 方觉粟米辛

【开栏的话】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新征程中，教育系统特别是高
校承担着重要职责。今天，基层
新闻版将开设“一校一村”栏目，
聚焦地方高校对口帮扶一个乡
村，报道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做
法，以飨读者。

特别关注

本报讯 （通讯员 钟骏树 特
约通讯员 陈小兵） 近日，江西省瑞
金市沙洲坝八一希望小学的同学们
在学习《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
时，老师把孩子们带到红井旁，让他
们舀一勺井里的水亲口尝一尝，教
育 学 生 “ 饮 水 思 源 ， 知 恩 图
报”⋯⋯近年来，江西赣州市教育
系统活学巧用红色资源，发挥铸魂
育人的作用，评选表彰了90个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22 个红色主题研学
实践基地和19条红色主题研学精品
线路，每年接受红色教育中小学生
达127万余人。

赣州市长期以来重视对中小学
生进行中共党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

育，编写了《赣州市中学生党的基本
知识教育简明读本》作为全市的地方
教材。于都县编写了《红色于都——
新时代新长征》；瑞金市编写了《红土
播种》《红都瑞金》等⋯⋯赣州各地在
深入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历史的基
础上，丰富红色教育资源，统筹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于都县组
织了 9 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了“追寻
红色足迹”研学活动，寻访红色足迹。

此外，赣州市中小学生深入开展
了“红色文化育新人”活动，先后有百
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经过筛选和培
训成为“红色小导游”，他们在各红色
景区开展志愿讲解活动，成为赣州红
色旅游的一道独特风景。

江西赣州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铸魂育人

■看基层

【乡村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