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美校园“合”美团队“和”美教育
怀化市沅陵县荷花池小学 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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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常常思考：我
们该怎样陪伴学生们度过不长不短的
六年时光？ 我们又该怎样给学生们营
造一个快乐成长的校园环境？

改变：从一朵花开始
荷花池小学始建于 1898年， 有近

120 年历史， 现有 152 名教职员工、
3233名学生。但校园占地面积仅 10013
平米， 学生人均活动面积几乎不足 1
平米，校园面积小，学生数量多。 面对
现实， 我们决定从一朵荷花开始，走
“精品化、特色化”的内涵发展之路，全
力以赴开展“荷文化”校品建设。

2015 年， 学校成立校园文化建设
团队，形成独具荷韵特质的“荷心”办
学理念：博我以“荷”，养君子风范；信
我以“合”，奠生命根基；善我以“和”，
立天地雄心。 提炼出“贵于荷品，雅于
正行”的校训，致力形成“荷风雅韵，
尚美崇真”的校风，“育人似荷，治学弥
新”的教风，“小荷尖尖，立世之巅”的
学风，谱写了《荷花池里唱荷花》校歌，
设计了高雅醒目的校徽。

荷美：让行动改变存在
2015 年， 学校成立校品课题研究

小组， 派出骨干教师先后去南京跟班
学习， 并与南京办学特色鲜明的夫子
庙、 小西湖、 五老村小学结成对子学
校。 2016年 6月课题组申报的《农村小
学校品建设研究》 成功立项为湖南省
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

以任务为驱动，将课题作抓手，学
校确定了校品建设总体目标“三步
曲”：规划学校布局，构建学校文化，提
升学校品味， 打造高雅脱俗的花园式
校园；推行教育科研改革，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造高效
率高质量的精品式学园；以人为本，以
爱为魂，以活动为载体，打造师生共同
成长的书香式乐园。

精品式学园：以“荷美”教研为突

破口，在“长短结合、大小相依、内外渗
透、青蓝同行”十六字方针的引领下，
学校教研氛围、教学效果、教师的工作
干劲以及工作理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不管是骨干名师还是普通教
师，人人都是“荷美教研”的主体，个个
都是“荷美教研”的受益者，真正实现
“荷美教研”360度全员覆盖。

学校大胆创新， 研发了《荷雅致
美》国学教材、《走进佤乡》综合实践校
本教材、《小荷芬芳》 校品文化校本教
材。 七彩课堂蕴含大容量：葫芦丝、诗
社、围棋、绘画、汉字拟人书写……如
今，目之所及，舞蹈室里，孩子们翩翩
起舞；彩色操场上，同学们生龙活虎；
风雨乒乓球房，你争我夺，激烈厮杀；
书画室里， 笔墨飘香， 描绘心中的蓝
图。 耳之所闻，名曲萦绕，经典诵读，如
潺潺流水，滋润着花儿们幼小的心田。

书香式乐园： 学校着力打造书香
式乐园， 一是校园育人环境上彰显书
香乐园。 统一用荷的各种元素作为文
化标识， 把荷文化元素渗透到学校的
方方面面，让每丛草、每朵花、每面墙、
每栋楼说话。 二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学校每学期都
要举行全员参与的大型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 三是搭建平台带动师生翱翔
书香世界，建立了“荷塘阅舍”“小荷书
苑”开放书吧。 四是创造机会鼓励学生
成为阅读之星。 学校定期评选阅读之
星、书香家庭。

绽放：“合”美团队创造“和”美教育
一是“合美团队”之教师合心。 为

了激发教师的热情， 让他们保持一个
年轻的心态，富有高涨的热情，学校的
“法宝”有三，一是制度上约束，制定严
格的规章制度，并强化层层管理措施，
确保各项制度落实；二是情感上投入，
增强为广大教师服务好、 服好务的思
想意识和行动自觉，善于运用沟通、协

商、谈心等方式做好思想工作，多了解
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多鼓励他们取
得的成绩和进步，支持他们充分释放自
己的才华和创造力； 三是活动上激发，
结合节假日、艺术节、体育节、书香节等
特殊的时间段组织一些有利于教师身
心健康、 提高凝聚力的的一系列活动，
提高教师的团队意识。

二是“合美团队”之家校合情。学校
整合利用家庭教育资源， 设立了学校、
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打造家
校联盟，共谋学校发展大计，大事小事、
好事尤其是麻烦事与家委会共同协商、
共同承担，形成家校共管，齐头并进！

三是“合美团队”之内外合力。为了
实现校品区域辐射，带动区域教育科研
的发展，一是携手边贫落后农村学校成
立网络同步课堂： 如 2016 年携手松山
边村小、枫香坪九校建成了沅陵县第一
所“1+2”网络联校即网络在线课堂。 通
过网络联校平台， 实现了资源共享，有
效解决了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问题，
为全县教育资源共享做出了典范。二是
开展“送教下乡”“支部共建”活动优化
教育资源。 学校多次开启“山里的孩子
咱们的娃” 支部共建送教下乡项目，与
农村多所学校结对互助， 辐射到了 23
个乡镇，2017年学校又重在推广“荷美
教研点对点帮扶”，邀请荔枝溪、二酉小
学加入“合”美团队，三校共同集体备
课、研讨，最终研出本学期的教研成果。
10月，三所学校携手开展的“区间交流，
三校联谊”活动，再次给如何实现“和”
美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透过“荷美”校园，“荷美团队”这一
案例的研究，荷美课题一定能寻找总结
出到“和”美教育的途径、原则和实施策
略，“和美”教育不再遥远。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十三
五”规划课《农村小学校品建设研究》课
题研究成果）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
亲。 ”又是一年九九重阳，眼见着人们结
伴登高、赏菊，我的心底不禁生出一缕思
乡的惆怅。时光犹如白驹过隙，又如指间
滑落的沙粒， 不知不觉我已在他乡工作
了 20年。“该回故乡看看了。 ”我轻叹。

经过一路疲惫的奔波， 我终于又
踏上了这片令我魂牵梦萦的故土，这
座我曾经最熟悉， 现在又有一丝陌生
的城市———长沙。 车辆行驶在比记忆
中更加宽敞的柏油马路上， 窗外的路
灯如流水般淌过， 曾经夜幕下只有几
点星火的长沙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座不
夜城！车子停在了小区门口，我拖着行
李箱走进小区， 眼前的一切是那样令
人惊喜：原本满是沙子的地面，现在一
尘不染；以前凌乱的垃圾桶，垃圾都老
老实实的归位； 以往有些老旧的健身
器材也焕然一新。眼见一切安好，我心
中那抹名叫“近乡情怯”的不安终于烟
消云散。打开那扇梦中牵挂的家门，白
发苍苍的父母迎了上来， 他们眼中包
含着汹涌而热烈的情感， 却只轻轻地
说：“回来了！ 回来就好。 ”

与父母吃过午饭之后，我提出想去
学校看看，得到父母批准之后，我开着
车来到了母校———湖南长沙开福区国
防科大附属小学。 刚到学校大门口，我
惊奇地发现学校也变样了。

大门旁种上了许多花草，每一朵花
上都挂了一个木牌，上面写了这朵花的
花名和花语，如玫瑰花上的牌子就是花
名：玫瑰花；花语：浪漫。 校园里装上了
更先进的针孔摄像头，学生们的安全更
能得到保障。 参观完学校大门后，我想
去校园里面看看，于是，便拿出以前的
学生证，请门卫放我进去。

一到校园里，就听到教学楼里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些稚嫩又充满朝
气的声音如同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我
面前翩翩起舞。 沿着丛中的小路，我来
到小花园，眼前出现了一条小溪，这条
小溪浅而清，孩子们渴了可以来这里打
水喝。 拐过几个弯就到了操场，整齐柔
软的草坪替代了原来的假草皮。 为了
保证草坪的整洁，学校必定花了不少心

思。跑道的颜色换成了我们国旗上的红
色和黄色； 原来只有两根杆子的球门，
装上了网，学生们踢球方便多了。“叮铃
铃！”悦耳的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从四
面八方争先恐后地跑到操场上来，我走
上前去问一个小女孩：“小妹妹，你们现
在都有些什么课呀？ ”

“除了主课外，我们现还有音体美、
科学、计算机、围棋和自然种植课。 ”

哦，原来操场旁边的松树是用来上
自然种植课的呀！孩子们有了更加丰富
多彩的校园生活！ 谢过小朋友之后，我
向风雨操场走去。昔日的风雨操场已经
变成了“活动馆”，里面会开展各种各样
的活动。

天色渐晚， 即便内心充满不舍，我
也该回家了。

啊！ 我的母校！ 我的故乡！ 归来的
游子见到您更加美丽， 是多么激动，多
么欢喜！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踏上我的征
途，愿不久之后待我再次归来时，您更
加令人着迷，在中国广博的版图上更加
光彩夺目！

（指导老师：张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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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后回故乡
国防科大附小五年一班 陈崴桐

在我们新时代的校园， 如果教师们还是
“一支粉笔 +一本教材”打天下，那么“00”后的
祖国花朵们不会向你绽放美丽的笑脸，他们可
能会说你“OUT”了！ 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地理
教师，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运用多媒体教学打造
45分钟的高效课堂。

地理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来创设问题情
境，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可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使他们由“要
我学”变为“我要学”。只有体念成功后的愉悦，
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如我讲人教版地理七年级上册第二章第
二节《海陆的变迁》一节时，我先用多媒体播放
了巴厘岛火山喷发壮观的场景和中国 5·12 汶
川大地震图像，那山崩地裂的景象，让学生们
既好奇又恐惧。 他们纷纷问：为什么这些地方
会发生火山和地震？火山和地震主要分布在哪
里？ 我们的家乡洞口县会有火山和地震吗？ 此
时，我没有直接把答案告诉他们，而是将“六大
板块分布示意图”与“世界主要火山、地震带及
主要山系的分布图”播放在电子白板上，引导
他们看图析图，寻找答案。 经过老师的引导和
同学们的探讨，问题被一一揭开。 随后我又抛
出“谜团”：“火山喷发很恐怖，它们给人类带来
了很多灾难，但大家知道它有什么益处能为人
类所用吗？”学生们疑惑重重，议论纷纷。当我把
火山地区分布的温泉、地热资源以及人们把火
山地区开发成旅游胜地的视频播放出来时，他
们才深深地理解了火山有害也有益。 利用多媒
体巧妙提问和解答，培养了学生的辩证思维。

很多学生向老师诉苦：“老师， 学习地理
时，我们最怕地图了！ ”在地理教学中，说地图
教学在地理教学中占“半壁江山”，这话一点也
不夸张。 利用多媒体教学地图，可以克服传统
地图静态死板、内容繁多、重点不突出的缺点。
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将静态地图变为动态地图，使学生容易观察
和掌握。例如，教学人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三节《黄河
流域水系图》时，了解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点和河段流域，可
以把“河口”和“桃花峪”这两个关键地方进行重点着色和闪烁
来突出它们的名字和位置。探讨黄河下游“地上河”的河段位置
和形成原因时， 教师可先播放一段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视频，
再用动画演示“地上河”的形成过程。通过形象直观的图像和视
频，学生就能将重点和难点问题顺利解决了，真是事半功倍。

校园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领导要求老师多用多媒体
教学，一些教师就在电脑上简单下载一些教案和课件，上地理
课时他们就用电子白板简单播放一下，应付了事。 我认为：多媒
体教学不能偷懒，不能完全依赖，不能完全丢了传统教学，不能
少了课前精心设计。 人脑应与电脑合作，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
学完美结合，优势互补，才可以打造高效课堂。

有时候， 我会将传统游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课
堂效果非常好。如我讲授人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二节
《气候》里面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内容———“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
因素”时，我首先用多媒体播放了三条旅游线路：1.寒假，走南
闯北游（海口———武汉———哈尔滨）；2.暑假，从东到西游（青
岛———银川———吐鲁番）；3. 暑假， 登高望远游（广州———贵
阳———拉萨）。我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选择适合
自己的线路。 为了确保“旅游顺利”，我为每个组准备了 3 个游
戏盒，每个盒上都有一个问题，学生只有答对了，才能得到“钥
匙”，打开盒子。 如第一组盒上写着：请在地图上找到海口、武
汉、哈尔滨，并说出它们的纬度位置；第二组盒上写着：请在地
图上找到青岛、银川、吐鲁番，并说一说它们离海洋远近的距
离；第三组盒上写着：请在地图上找到广州、贵阳、拉萨，并说一
说它们的海拔高度。 每组派代表上讲台，在电子白板里面的电
子地图上指出相关城市的地理位置，然后再回答相关城市对应
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和海拔高度。过了第一关，每组才能够领
取第二个游戏盒。第二关，第一组讨论和回答“纬度位置对我国
气候的影响”， 第二组讨论和回答“海陆位置对我国气候的影
响”，第三组讨论和回答“地形因素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学生们
回答正确后，便可领取第三个游戏盒开始第三关。在这一关，我
引导学生们利用计算机上的海量信息和电子白板上的电子地
图来抢答这些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观和著名景点。 每回答对一
个就给这个组加分。 最后，学生评委组评出本节课的“优胜团
队”和“地理小明星”。

合理利用好多媒体教学，可以刺激学生视听感官，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和创新思维，从而
打造地理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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