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6 日是“世

界 粮 食 日 ”。10 月 13

日 ，江 苏 省 东 海 县 石

榴街道办中心小学积

极 组 织 各 个 村 小 、完

小 的 学 生 开 展 了 以

“识五谷、爱粮食”“比

比谁吃得干净”“帮助

农民做农活”“捡拾稻

穗 ”为 主 题 的 教 育 活

动 ，增 强 学 生“ 一 粒

米，一滴汗，粒粒粮食

汗水换”的爱惜粮食、

节 约 粮 食 的 意 识 。图

为东海县石榴街道办

东安村小学老师在向

学生介绍粮食种植和

收获过程。 张正友 摄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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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现代齐发展传统现代齐发展少年宫里快乐多少年宫里快乐多
——丹巴城区第一小学少年宫建设工作纪实

杨全富

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章谷镇城区第一

小学少年宫自挂牌成立后，少年宫坚持“在

活动中快乐，在活动中学习”的理念，既注

重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又注重对现代科学

的引进，使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培

养兴趣和爱好，提升素养和智慧，使“乡村

学校少年宫”真正成为孩子们放飞梦想的

成长乐园。

挖掘乡土活动文化，为传
承文化不遗余力

“少年宫是基层的，更是大山深处学校

的，虽然这里的条件会制约了少年宫的发

展，但是对本土特色的挖掘和呈现，也会为

少年宫的发展注入活力。”城区第一小学校

长杨莉表示，章谷镇城区小学少年宫立足

本土实际，让那些有着乡土气息的传统项

目，在少年宫里得到弘扬和发展，在各班中

队辅导员、家长和学生的共同挖掘下，这些

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重新走进孩

子们的世界。

由于现代信息在丹巴的发展和广泛

应用，许多外来文化已被当地的居民所接

受，虽然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

很多千百年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更值得

学生们的传承。为了保护这些传统文化，

该校着力在“特色课间操”活动上下工夫，

由该校艺体组的教师专门为课间操编排

了民族特色舞蹈，对其命名为“藏舞之

韵”。该校艺体组组长贾静瑶老师说：“我

们用这首曲子编成课间操，节奏感强，还

富有时代感。更能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的情怀。”这样具有特色的课间操

通过电视媒体的宣传后，受到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激发孩子

们热爱家乡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方面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今年，在甘孜州第四届中小学艺术节

颁奖大会上，来自丹巴县城区第一小学的

夏加白姆、兰卡思满分别荣获声乐类二、三

等奖；城区第一小学选送的女子群舞《美人

谷姑娘》荣获舞蹈类三等奖、城区第一小学

选送的《情满嘉绒》荣获舞蹈类一等奖。

引进新奇活动项目，让孩
子们体验快乐

为自觉承担起向农村孩子普及文化艺

术、体育活动的责任，少年宫把新奇的项目

引进到孩子世界里。该校少年宫按照未成

年人身心成长规律，开展了绘画、书法、写

作、劳技、舞蹈等艺术才能培训活动，培养

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该校在平时

的少年宫活动开展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

的写作能力，为此少年宫写作兴趣小组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激

发了孩子们的写作愿望。该校的第一任务

就是大力提高学生语言交流能力，为此组

织了大型的演讲、辩论、朗诵等比赛。第二

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写作是运用

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

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

过程。第三任务是组织开展作文竞赛，作

文竞赛分为口头作文和书面作文两种，口

头作文即即兴演讲，因为有了辩论、演讲、

朗诵等比赛作为铺垫，学生们在即兴演讲

时增强了自信心，能恰当地组织材料，运

用娴熟的语言技巧将一件事表述得清晰

明了。在书面作文竞赛中，孩子们能引经

据典，把身边所发生的事通过文字完整地

描述出来。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

力，该校共有七十余名学生先后加入到四

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中。今年 8 月，该校

的六位小作者受到了四川省青少年作家

协会嘉奖，分别荣获“年度百佳会员”及

“年度优秀会员”荣誉称号，这是丹巴县小

学生首次荣获省级作家奖项。10 月，该校

六年级二班将初拉姆同学的一篇游记散

文《海南之旅》入选《青少年作家精选》丛

书。在绘画方面，今年该校张杨涵同学荣

获华帝杯绘画比赛一等奖，并奔赴广东领

取证书及奖品。还有多篇绘画作品荣获甘

孜州一二三等奖。

此外，该校少年宫还开展了“六一文艺

汇演”“春冬两季运动会”“科技大篷车进校

园”等校园活动，让该校的广大师生领略到

体育运动的非凡魅力，深刻地体验到运动

带来的健康与快乐。今年，“中国流动科技

馆”四川巡展丹巴站启动仪式就在丹巴县

城区第一小学举行。在这次展演中，孩子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观看了科学实验、科学表

演、安全生活、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数字生

活、数学魅力、健康生活、3D立体展板展示

等科学演示，为孩子们提供了一场免费的

“科普盛宴”，有效地弥补了该校科普资源

匮乏的不足,对于进一步提高孩子们的科

学文化素质，培育全社会创新精神，促进全

县科教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

孩子们真正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为了让孩子们在校园中获得更多的

快乐，少年宫还开设了五个科目，开辟了

体育室、图书馆、广播站、绘画室、音乐室

等 13 个活动场所，开展了藏族绘画、书

法、钢琴、写作、合唱、舞蹈等 10 余个活动

项目。这些项目，在增强趣味、提高技能的

同时，强化德育功能，突出文化内涵，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此外，为确保

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活动项目方

面，少年宫还将学校里的教师按照各自的

特长分为多个兴趣小组，学生按照兴趣、

爱好和自身的条件，以口头申请方式选择

项目，少年宫活动部最后再进行评定，统

筹安排，统一调控。

丰富多样的活动开展，使学生们在活

动中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能

力，得到社会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少年宫的

所有功能室成为孩子们放飞梦想和发展的

沃土，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校园这个环境

里健康快乐地成长。

推 广典型

传 真地方

小学阶段是阅读的黄金时光，良好的

阅读氛围对人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

用。为此，我所在的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城

关镇东方小学近年来以“打造书香校园，促

进德性发展”为目的，努力营造浓郁的阅读

氛围，让师生在氤氲书香中发展、成长。

在“诵读经典”中，汲取传统美
德的营养

教育工作，德育首位，因此我们学校在

建设校园活动中努力通过“读经诵典”来促

进学生的道德成长。学校经过反复筛选和

研究，把《三字经》和《弟子规》作为全校学

生的必读经典，要求人人会读，人人会背，

人人会做。每天的课前三分钟全校开展诵

读活动，并利用每周五晨读抽出部分时间

检查和评比。为了使“读经诵典”更贴进学

生生活，学校还打造了《三字经》《弟子规》

的古典文化长廊，并配以注音、解释、精美

插图和小故事。此外，学校还以经典内容为

材料，创编了相声、小品、歌舞等为学生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来

加深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激发学生们

学习经典文化的兴趣。

在“书香环境”中，营造多层次
的育人环境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要创造爱书和尊

重书的气氛，要对书怀有崇敬的感情——学

校和教育工作的实质在于此”。而要让学生

爱书，喜欢阅读，必须紧紧围绕“建设书香校

园”这个主题精心布置环境，营造浓浓的书

香氛围。一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高尔基的

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几个醒目

的大字；宣传窗里张贴的是学生的“美文摘

抄”与“我的阅读故事”等作品；学校教学楼前

的花圃里是古今中外喜欢阅读的大师的塑

像，有孔子、爱迪生、鲁迅等；学校的楼道口、

走廊张贴着文学大师的肖像和名言。图书室、

阅览室全方位开放，门口悬挂着“美好的一天

从阅读开始，诗意的童年在这里飘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名人名言；每个教

室都设有图书角，每个班级都有读书口号、读

书标语，如“阅读，为生命添彩；阅读，为进步

加油”“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

“阅读使我的未来更精彩”等，力求做到让每

面墙壁“说话”，让每个角落“育”人。

在“多彩阅读活动”中，拓展德
行内化新领域

“书香校园”活动是文化德育的重要

载体。为推进书香校园的进一步建设，我校

开展了“书香飘满园，博学好成才”为主题

的一系列读书活动来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

养成，净化学生心灵，培养浓厚学风。

培养学习型的教师群体。一位爱阅读的

校长，必定能带出一群爱阅读的教师；一群

爱阅读的教师，必定能创设一个充满书香的

校园。每星期的教师例会，学校都会分发给

教师一篇美文，校长加以朗读并解读。这看

似简单其实是精心安排的读书活动，蕴含着

学校领导对教师深情的阅读期待。为提高教

师的文化品位，学校还在教师中开展了读名

著、赏名著、诵经典、写反思等系列读书实践

活动，让教师在学习、反思、实践中不断实现

专业成长，提升自身人文素养。

诵读古诗文。学生阅读名著和大师对话，

是一种最好的学习语言和精神提升的途径。

学校要求每位学生每学期背诵20首中华古

诗，为此，老师们自编教材，开展“每周一诗”

活动，每周四下午由语文教师轮流向全体学

生讲解和教读一首经典古诗。为了提高同学

们的学习积极性，学校还开展了各年级的默

写古诗文比赛，举办了演绎古诗文的精彩表

演等，以各种活动方式帮助学生积累语言。

在“多元评价机制”中，引领心
灵健康发展

在“书香校园”活动中，为了凸显学校评

价的激励作用、引导作用，学校要求班主任

依照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发展性的

评价机制。针对班级的情况，作为班主任老

师的我决定通过开展以下活动发挥评价的

激励作用，为学生培养阅读爱好奠定根基。

即时性表扬“读书小能手”。我在班级

里每周组织阅读交流会，感悟阅读后的点

滴收获和成长足迹。每次对主动加入阅读

队伍并敢于表达的学生进行表扬，并授予

“读书小能手”的光荣称号。

阶段性评价分发“激励卡”。每个月末，利用

晨会时间，我和同学们一起评选“诵读小能手”

“写作小能手”“阅读小能手”“文编小能手”等

荣誉称号，并分别发放“激励卡”，以资鼓励。

一个崇尚读书的民族一定是一个理性

的优秀的民族，一个崇尚读书的社会一定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而一个崇尚读书

的校园一定是一个健康而充满生机的校

园。借着学校开展“书香校园”的东风，相信

我校的每位学生都能够养成好读书，读好

书的习惯，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享受

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财富；愿我们的校园

健康向上，更加富有生命活力。

本报讯（陈龙）10月21日至24

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在惠州举办了

“全省儿童文学作家、青少年阅读及

写作指导老师培训班”，来自全省

21个地市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机

构负责人、中小学校的阅读和写作

指导老师共13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邀请了多位中

国作协儿童委员会专家为广东儿

童文学“把脉”，把儿童文学作家、

出版机构和阅读推广人三个群体

中的优秀代表集中起来培训，共同

研讨广东儿童文学的发展。经过四

天的学习讨论，26 位儿童文学作

家、11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全省44

个中小学校共同成立“1+3广东儿

童文学大联盟”。

所谓“1+3”，即广东省作家协

会与作家、出版机构、学校三个主体

联合，打通该省儿童文学创作、出

版，以及市场推广、校园阅读的通

道，整合该省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市场推广、校园阅读指导多方面资

源，不断提高广东省儿童文学作品

质量和社会传播能力，实现该省儿

童文学创作、出版和推广的大丰收。

本报讯（刘嘉）一块光亮的白

色幕布上，左边飞来了一只纤细的

鹤，右边大摇大摆走上来一只狐

狸。仙鹤与狐狸站在一个树桩边，

竟然张口说起了话……这不是电

影，而是湖北省武汉市育才怡康小

学五（6）班同学们表演的皮影戏

《仙鹤与狐狸》。惟妙惟肖的表演

把台下的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

从二年级开始，班里的同学们

就开始在皮影社团老师的带领下接

触这项民间艺术了。皮影戏看起来

简单，但学起来才会发现，里面的门

道可多了。表演用的皮影人物，大部

分是同学们自己制作的。先要在硬

纸板上画出人物身体各部分，用勾

线笔勾线，用颜色鲜艳的油性笔涂

色。再把画好的小人剪下来，用线或

图钉固定好，粘在筷子上。做好一个

皮影人，大概要花3个多小时。

该班的班主任李颖说，皮影戏

不仅让孩子们动手动脑，促进了他

们的团结合作，更重要的是，同学

们从皮影戏中学到了不少中华传

统文化。她记得去年同学们一起排

练了一出《潘岳辞官》，讲的是孝子

潘岳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毅然辞

官回乡的故事。表演完后，同学们

对“孝”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好多家

长都说孩子回家后，主动帮妈妈干

家务活、给奶奶捶背，懂事多了。

据悉，育才怡康小学的皮影戏已

有“爱国”和“诚信”两个系列，包括《王

二小》等４个成熟剧目。“接下来，全校

师生将共同完成24字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另外10个系列的剧目。

本报讯（郑超）10 月 24 日，

北京第一个以小博物馆形式建

成的非遗手工传艺坊“真趣园”

落户北京市赵登禹学校。

据悉，“真趣园”由北京市赵

登禹学校与 93 号院博物馆协作

共建。博物馆负责人蔺熠表示，

以后会逐步扩大范围，大约会有

100 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

为老师，在北京中小学内授课。

“真趣园”的建立开放标志着非

遗校园传承的帷幕已正式拉开，

这里将成为学生们感受精彩非

遗、传承中华文化的沃土。

新 语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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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1+3儿童文学大联盟”成立
助力儿童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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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自演皮影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非遗手工传艺坊
首次落户北京校园

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是加强校

园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保障，是构建

和谐校园的前提和基础。当下，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与校园安全保卫工作

更应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关于该

如何在校园保卫工作中开展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本人根据自身的实践经

验，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建设规范、科学、高效的
安全保卫力量

构建和谐校园，安保队伍的建设

工作尤为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

建立一支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

安保队伍。具体来讲，首先保卫人员

得自身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办事公

道；其次要有勇有谋，遇到紧急情况

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再次要有敏

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能未雨绸缪、

运筹帷幄，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总

体而言，就是要从精神面貌到业务能

力全面提高安保队伍的素质，对外使

不法分子望而生畏，对内让师生感觉

可靠可亲。而要打造出这样的一支安

保队伍，就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

加强培训学习，提高思想素质。学

校的保卫人员肩负着维护学校安全稳

定的重任，不仅要有良好的业务能力，

更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所以，保卫干

部要加强对校园安保工作的学习和研

究，总结出适应学校特点的安保培训

方案。同时，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

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安保

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安保工作营造出

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保障学校

安保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深入基层，强化服务意识。保卫

干部要克服被动的思想观念，要善于

发现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防患于

未然。同时，还应该通过掌握一线的

工作状态，制定出更为适应当下的校

园安保方案，以保证为部门员工提供

准确的安保方向与安保指导。

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生
安全意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就是要通过学校

的保卫部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

普法教育，帮助在校学生增强法制观

念，提高安全意识，抵制不良风气，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

进其形成正确健康的心理品质。

寓教于乐，开展趣味安全教育。

保卫部门可通过开展一系列趣味安

全教育活动，加强在校师生的安全意

识，寓教于乐。例如定期开展消防演

习活动，组织学生进行消防及逃生演

练，并深入讲解防火常识与自救方

式。这类活动不仅能更好地加深师生

对安全及法制教育的体验，还能真正

落实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有效地

推动建设和谐校园进程。

加强管理培训，发展学生安保队

伍。保卫部门可利用学生课余时间发

展学生安保队伍。而学生安保队伍可

深入到各个班级，进行安全教育及法

制教育的宣传活动，也可深入学生宿

舍，对灭火器等安全设备进行检查，

对违规用电等情况进行监督。

总的来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

背景下，学校保卫部门要紧紧把握时

代脉搏，将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与校园

安全安保工作紧密的结合起来，积极

开展各类活动，以构建和谐校园为目

标，责无旁贷地履行自身在校园中的

神圣使命，为全校师生员工营造一个

安全、稳定、和谐的工作及生活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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