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推进社
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期， 加强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学生良好的思
想政治意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艰苦、细致的
工作， 但思想政治工作在培养中学生思想素质
中、 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和在我国新世纪知识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绝不容忽视。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中学生思想素
质中的作用

中学时期的青少年正处于身体、 心理发
育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
其形成初步的善恶美丑的价值取向， 对于最
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
作用。 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学思想教育
的中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转
型期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 它的重要性是由
其自身的地位和功能决定的； 它是促进中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学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把学生培养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劳动者打下
坚实基础，这是中学教育的目标，也是办好学
校教育的根本方向所在。 要牢牢掌握这个方
向，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 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
合格的人才。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
作用

纵观我国目前的教育活动， 政治理论教
育始终处于各级学校思想教育的中心地位，
作为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过渡阶段的中学教
育亦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实
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在这两大战略
引导下， 我国从高校到中小学都坚持着国家
教育方针，为祖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中学
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
历史使命，“谁掌握了青年， 谁就掌握了未
来。 ”对于全面实施两大战略，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 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对把握学校办学方向，提
高师资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是因为
即使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 社会主义的办
学方向也不是能够自发实现的， 而必须自觉
地促成其成为现实。 中学思想政治工作既是
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坚持中
学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 思想教育
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和统帅， 是使学生从小养
成良好日常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加
强和改进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他们的
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三、 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新世纪知识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过：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
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政治

和思想是统帅，是灵魂。 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
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首先必须从思想上
引导青年学生，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应知
识经济时代所需而进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
转型期， 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在为中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社会条件的同时， 也不可
避免地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定的困
难， 如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使社会主义主导
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 消极社会现象与思想
对青少年思想造成负面影响等。 转型期社会
的复杂性、 渐变性和系统性要求我们必须重
视对中学生思想上的教育， 帮助明确中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从而让中学生健康快
乐地成长，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栋梁之才。

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个体价值实
现的过程，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
时，也要关注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情
感引导和道德启发， 让中学生认识到中学教
育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实现真善美统一的教学
实践过程。 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要塑造学生个体健全的人格， 使其
形成崇高丰富的精神境界， 健康良好的心理
品质，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中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
导，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中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使国家的
社会主义事业保持长远的快速发展。

用爱浇灌学生成长
———记怀化市跃进路小学教师吴立华

岳阳市岳阳楼区旭日小学 晏晓敏

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我一直爱坐火车旅
行。 不知为何，或许只是
喜欢罢了。

或许有时候只是想
太多了。看着像玩具一样
的火车在轨道与茫茫原
野中飞驰，却突然感到一
阵悲哀。火车知道它要去
哪里吗？火车有自己想要
去的地方吗？或许一辆京
广线的机车永远没法倾
听陇海线的枕木，或许只
有当它老了，被丢在某处
回收时，才能跟同样的老
机车聊聊天。你说陇海线
的大漠黄沙平陵沧海，我
讲京广线的冷暖变化大
川丘陵， 于是他们才发
现原来梦中的那条线并
非如此的美丽与神奇，
但却依然忘不掉。 于是
两辆老得走不动的机车
在梦中梦着彼此看惯甚
至厌倦的那条线，梦想中
的绮丽与叙述中的普通
交织扭曲纠缠在一起，构
成了一个瑰丽奇谲的幻境。他们醉了，他
们在梦中流连忘返无法醒来， 醒来何尝
不是又一场长达一生的梦？ 最后他们在
梦中死了，身体被钻头和钢刃切裂，在高
温中溶解， 从分子与原子层面上被消灭
了。 化成了铁水， 铸成了一块一块的铁
板，拼接到新的机车骨架上，继续翻山越
岭，走向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是
一场一生的梦。

火车一辈子几乎是无法变轨的，在
这点上，火车倒还不如旅客。 人是可以
变轨的，无论是情感还是人生，你可以
离开，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启另外一
段生活。然后你在无数城市穿梭之后会
猛然发现， 其实所有的城市都是相近
的，每一段生活都是相似的，反而让人
怀念的是收好行李走上火车又走下火
车的一段时间。你离开了人海来到火车
上，又离开火车回到人海中，火车上的
旅程反而不再是旅程，而是驿站，一段
生命的休憩。

火车里的空间不大，不足以让人孤
独，亦不小，不足以让人封闭；火车旅行
的时间不长，不足以让人铭记，亦不短，
不足以让人淡漠。 它刚刚好，让人萍水
相逢过后即忘， 让人闲聊一二余味无
穷。 无数聚散，无数离合，却平平淡淡。
火车的背后是无数孤单的灵魂，无论他
们是否自知，火车终究是要他们剥离假
面伪装的灵魂，让他们相遇，让他们分
离。 火车是启程，也是归途，是人生的寓
言，亦是孤独灵魂的旅行。

我一直爱坐火车旅行。 不知为何，
或许只是喜欢罢了。 喜欢简单，而无关
风月。

在学生的眼里，她的课堂
总是充满学识与魔力，深深地
吸引着他们； 在同事的眼里，
她的教学方法灵活、 技能精
湛，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她就
是怀化市跃进路小学美术教师吴立华。

27 年来， 吴立华凭着一颗对教育事业热
忱、执着的心，脚踏实地履行着“教书育人”的
神圣职责，潜心育人，赢得了学生、家长和同
行的信任和尊重。

在美术教学中，吴立华注重让学生自主体
验和意境教学，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争取
让学生在每堂课中都能快乐轻松地学习。 如讲
授《美丽的昆虫》一课时，大部分学生对昆虫不
是很了解，但正好这时科学老师和学生一起采
集了很多蝴蝶的标本。 于是吴立华便利用这一
有利时机， 引导学生欣赏这些美丽的蝴蝶标
本。 同时让学生通过搜集图片、查资料、实物展
示等方法， 尽可能地了解昆虫的形态特征、生
活习性， 并在教学中充分让学生去自主实践、
探索发现。 学生们通过课前查资料、找实物昆
虫或在网上查资料， 然后在班上和同学们交
流、探讨，惊喜地发现：原来昆虫有那么多的种

类、形态特征各异、生态习性各异而且还和人类
关系密切。 大家兴致勃勃地观察、交流、探讨，
发现生活世界是如此的五彩缤纷，更激发了学
习美术的兴趣。 此时， 吴立华适时提出问题：
“同学们，我们能不能用画笔将这些美丽的昆虫
绘制出来呢？”学生齐声回答：“能！”学生在自主
实践中体验着学习的乐趣，并久久回味。

从教多年以来， 吴立华一直以宽容信任
的爱心转化后进学生。对于那些因身体残疾，
产生自卑；因父母离异，缺少温暖；因好动贪
玩，分散精力的孩子，她总是以宽容之心，关
爱他们，帮助他们，转化他们。 学生黄怡（化
名）父母离异，自身个性又十分顽劣，别的老
师见了他都直摇头，而吴老师通过与他接触，
发现他喜欢绘画， 于是便送给他一些画具和
绘本。课上，悉心指导绘画；课外，带着他观察
写生，参加美术比赛。 通过家校配合教育，黄
怡由后进生转化成了优等生， 并考入了中国

美术学院。
以慈母无私的爱心帮扶贫困学生

更是吴立华的一贯做法。 天资聪颖很
有绘画天赋的刘云（化名）在家排行老
大，父亲因生意失败，外出避债杳无音

信，患病的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家庭条件
十分困难。 吴老师得知刘云家的实际情况后，
便带她到家里过周末， 还经常送一些衣物和
学习用品给她。 得到老师关爱的刘云发愤图
强，潜心学画，现在已是上海某地文化引进的
专业画家。 从教 27 年来，吴立华先后捐助过
的贫困生有 50 多名，使 20 多名即将辍学的孩
子留在了校园。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吴
立华在坚持不懈地上下求索、锐意进取时，始
终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
师，经常承担市、县、镇各级举办的示范课、培
训讲座、评课、评选论文等任务，屡获好评。 数
次参加课题年会、县教育学会年会、县素质教
育讲学、县新课程实验教学、县走进新课标培
训。 她的钻研精神、执教风范也带动着一批青
年教师，在县、区、市美术界、青少年科技创新
界产生了为人称道的影响力。

易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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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踏实实地学习探索，不断思考着“以爱
育爱”的教育理念，带着“传奇”般的经历，19岁
师范学校毕业， 从一名普通教师干起，28岁成
为校长，无论在哪所学校担任校长，他都能得
到老师们的称赞和拥护，他就是龙山县第二小
学校长贾苗生。

一、学习是培养老师的法宝
“学习，十几年来不间断地学习。 ”贾苗生说。
在他的办公室、家里，到处是书籍，每逢出

门学习或出差时， 贾苗生总要挤出时间去书店
购书。 久而久之，许多老师都以到他办公室“寻
摸”新书为乐趣，因为老师们知道，在他那里，总
会有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书籍，新鲜的思想。

在他的感召下，龙山二小有一大批老师在
持续地学习和积累中成长起来，成为学校发展
的中坚力量，王莉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
总喜欢走与别人不一样的路， 看的书不但多，
而且杂。 ”她说。

在一次教师例会上，王莉代表年级组登台
进行阅读分享，先进的理念，生动的表达，给老
师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此后，她一共进行了 5
次阅读分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对教育教
学的理解和追求。 之后，王莉将更多的学习成
果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2016年，她成为县
级语文工作室首席名师。“如果没有贾校长要

求持续学习、不断积累，我不会感受到阅读的
乐趣，无法体味到成功的喜悦，更无法享受当
一名小学语文老师的幸福。 ”她这样说到。

二、对教育真谛的可贵探索
面对大班额的困难，面对几千名学生，贾苗

生坚定地把“育人”放在“教书”之前，主张“在育
人中教书”，育人是一所学校的核心思想。

“所有的心灵都渴望爱的阳光，人需要爱
也需要付出爱，爱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 贾苗
生说：“如果说教师的人格是一种无穷的榜样
力量， 那么教师的爱心则是这种力量的源泉，
有了关爱，教育才有活力，才有生命，而且要让
我们的学生在被爱的过程中把爱扎根在头脑
里，默化在生活中，落实在行动上，让学生在感
受爱的同时，能够心存感激，心怀感恩，能够积
极地创造爱，付出爱，构筑起代代相传、生生不
息的和谐社会。 ”

贾苗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短短一
年，他对学校每位教师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清

楚，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关心询问，并尽可能地
提供帮助和照顾。 今年，学校田波和彭柳梅老
师因病住院，贾苗生知道后，特意打电话对他
们表示关心，并亲自去医院看望慰问。

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时，贾苗生总是和
学校支助主任一起深入班级摸底，向各村委了
解情况， 决不让党的政策在落实中变味走调。
同时多方求援引进扶贫经费，解决特困学生的
困难问题。 2016年、2017年曾两次发起救助重
病孩子的捐助活动，在这两次活动中，他率先
带头，并奔走相告，积极为重病孩子争取社会
捐助。

三、为学生的生命负责
“学校要稳定，安全放首位。 抓安全就是抓

稳定，抓安全就是抓质量，抓安全就是抓声誉。
如果学生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那还谈什么
教育，学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这是贾苗生常
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每个学期开学的前几天，他就会带着学校

行政班子成员对学校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 为
了切实抓好学校安全工作，学校成立了以校长
为组长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四级管
理机制”和“分管工作负责制”，行政人员“蹲点
制”。 每位行政人员要负责一个年级的安全，出
了问题，行政人员也要负连带责任，这样一来，
行政人员担子重了，工作也细致了，学校安全
工作有了保障。 除了这些制度、措施，学校还坚
持“巡路”，严禁学生放学时散队，督促学生按
时回家。 夏季时还坚持“巡河”防止学生私自下
河洗澡。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卫生常识课，每月定
期出卫生保健专刊， 让每个学生知晓卫生常
识。 每个月第二个星期还会组织学生开展逃生
演练，做到逃生演练常态化。

贾苗生语重心长地对老师们说：“安全无
小事，家长把孩子放在学校，如果因为我们学
校和老师的疏忽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我们怎么
对得起家长的信任？ ”朴素的几句话，道出了他
对社会、对家长的承诺。

贾苗生说：“一个小学校长， 权利不大，责
任不小。 ”为了这份责任，他踏实做事，谦和待
人；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他殚精竭虑，
执着追求。 他用自己的爱心奉献于社会，书写
一曲曲奉献的华章。

为教育涂上爱的底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二小学 李敏慧

吴立华：高级教师，现任怀化市鹤城区跃进路小学美术教师、副校长；区第四、五届政协委员；湖南省十佳科技教师；湖湘名校长；湖南省、
怀化市首批骨干教师；怀化市教学名师；美术学科带头人；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连续三届被聘为怀化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