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市高新区蒸水小学是一所高标准、 现代化
的书香型校园。 学校以“国学教育”为主要特色，逐步
建立起以“书法”“足球”见长的特色课程体系。

学校配备书法专用教室及专职教师，在“端正
写字，方正做人”的育人理念引领下，学校规定孩子
们每天需完成 20 分钟练字作业。 此外，“新生开笔
礼”“国学记忆王大赛”“古诗词大会”等传统国学活
动的开展也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
为“足球特色校”，蒸水小学足球社团活动也如火如
荼，学校每年都会举办“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

学校先后被授予“衡阳市文明创建先进单位”“衡
阳市乡村青少年宫基地”“湖南省生态文明示范学校”
“国学教育基地”“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衡阳市蒸水小学信息处主任
周治波：此次陪同即将毕业的孩子

们开启长沙游学之旅， 在科技馆感
受到了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 在靖港

古镇，除了参观历史厚重的古建筑，品尝
特色美食，更是与传统文化来了一次亲密

的接触；在千龙湖研学基地，感恩教育直击
心灵，荡涤灵魂；篝火晚会上，孩子们一个个又

载歌载舞，尽显风采；拓展训练更是培养了孩子
们的团队精神；雷锋纪念馆和党史陈列馆中，那一

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则则讲解，是远胜教科书的
革命传统教育……

衡阳市蒸水小学校长刘作剑 ：
这是学校第一次开展创新式研学旅
行。研学旅行对于孩子来说是难能可
贵的独立修行，家长对孩子的关注至
关重要，这次活动大大加强了校内教
育和校外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在过
去， 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依赖于
“家长会”，而通过研学旅行，我们采
用了全程直播的模式，用实时的直播
互动替代了传统的成绩单。孩子们吃
住游学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让家长清
楚看到。 这次我们也邀请了家长参

与进来，和学子共同步行锦绣
潇湘， 这将更加有利于多

元化教学， 在欣赏美
好风景的同时 ，
家 长 也 在 不
断 思 考 ，
不 断
进步。

衡阳市蒸水小学副校长屈辉：
我们的目的地有爱国基地，有科学
场馆，还有素质拓展基地 ，这对孩
子的人文教育和情怀培养都是大
有裨益的 ， 同时他们能学会对社
会、对父母、对老师感恩，这些对孩
子们的行为养成是一个很好的规
范。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以后肯
定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全面教育，
培养心智健全的人才是我们努力
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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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不是世界 世界才是课堂
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用学习的方式来旅行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近日，衡阳市高新区蒸水小学 200 多名学生以天地为己任，以自然为课堂，完成了属于他们的第一次

研学旅行。 他们的足迹遍布湖南省科技馆、靖港古镇、雷锋纪念馆等地，在世界的大课堂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认识自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毛主席
的著名诗词道出了长沙的艳丽多姿。上周，学校正
好举行了一次前往长沙的研学活动，我兴奋极了。

从大巴车的窗外望去， 一条条连绵起伏的山脉
宛如气势雄伟的苍龙，山上满是苍翠欲滴的浓绿，淡
淡的薄雾像淡雅的丝绸，一缕缕缠在它的腰间。 雨，
像一位喋喋不休的老者， 把纷纷扬扬的语言洒进山
间的每一个角落。 不一会儿，雨逐渐停了，我们也到
达了第一站———湖南省科技馆。

在科技馆里，我看到了许多航天科技，有人体器
官的各种解析，有昆虫的种类，还有日月星辰的详细
位置及变化。 我专心致志地看着，学着，内心不由地
生出对伟大科学家的敬仰之情， 也感受到了当今社
会科技的强大。

第二站是靖港古镇，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镇里，
我们品尝了大量美味可口的食物， 也买了一些小玩
具和纪念品，我还在这里看到了一片莲湖，它如同一
个精致的盘子，托着一片片绿意，一旁还有着些许娇
艳欲滴的鲜花，香味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晚上，我们感受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感恩教育课。
一名导师先是跟我们互动，随后动之以情，讲起了父
母之恩，头顶的灯“啪”地一声熄灭了，只听见导师磁
性的声音环绕在耳边，带着一种莫名的伤感。 我的心
荡起一阵涟漪，不由想起了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只有
寒假才回来的父亲， 想起因为照顾自己而放弃高薪
的母亲。 每天父亲都会打电话回来嘘寒问暖，而我却
不理不睬；每天母亲都会唠唠叨叨地嘱咐我，可我经
常敷衍塞责。 听着导师的教诲，脑海像过电影画面般
浮现父母慈爱的脸庞， 顿时， 晶莹的泪水从眼角滑
过。 是啊，趁我们还年轻，对父母好一点吧，不惹他们

生气，就是最大的孝顺。
研学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湖南党史陈列馆和

雷锋纪念馆，这里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令我最难
忘的是雷锋同志的光辉事迹， 他是一位以德报怨的
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他的崇高品质和精神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

长沙研学归来，可谓收获满满，我明白了“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真正奥秘。

长沙研学有感
衡阳市蒸水小学六（1）班 曾巾

心 得老师感 悟学生

身为集体的一份子， 每个人的一言一
行都代表着集体的形象， 犯了错不只是一
个人的责任，共同承担才像一个集体。我之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源于此次研学活动的
一件小事。

那一夜，我们正在举行篝火晚会。 晚会
结束后，教官清点人数时，发现我们班少了
4个人，当场我们班就被罚了 20个深蹲。

当教官终于把那几个逃跑分子找到
后，他毫不留情地说：“全班留到 12点！ ”我
们叫苦不迭： 为何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我
们？

“每人 50 个俯卧撑。 ” 总教官厉声呵
斥，刚刚还喧闹的操场立刻安静下来。我们

尽管心里不服，但还是照做了。 我抬头望了
望身边的同学，个个泪流满面，汗流浃背，尽
管大家体力不支，濒临崩溃，但在这个过程
中，没有一个人责怪那 4名同学。

那 4 名逃跑的男生自然是愧疚极了，
哭着向我们道歉。 男儿有泪不轻弹，和他
们同班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哭得如
此伤心。看着他们哭，我不禁也想哭。“知道
为什么罚你们吗？”赵老师严厉地说道，“因
为你们是个团体， 一个人犯错就要全体受
罚。 ”

这次的研学之旅让我深深地明白了集体
意识的重要性：从今往后，我们要更加团结，更
加友爱，更加自律，荣辱与共。

一人犯错 全体受罚
衡阳市蒸水小学六（3）班 颜靖芸

我们常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那么，孩子的世界应
该更开阔。 6 月 21 日至 22 日，我和
我的孩子们走出了传统的圈养式课
堂，第一次接触了研学，真切体验了
这种活生生的课堂，而这其中收获的

“苦”和“甜”也将是孩子们一生中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开阔视野，是孩子们此次研学旅
行的一大收获。 此次活动，孩子们大
开眼界，科技馆里奥妙无穷的科学知
识，让孩子们懂得了科技的重要和神
奇；靖港古镇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的魅力和古人的智慧让孩子们叹为
观止；雷锋纪念馆中的一件件实物让
课本上的知识“鲜活”了，让故事里的
人物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感觉。 这一
切，是对学校教育最有益的补充。

独立自主，是孩子们给小学生活
最完美的答卷。 此次活动之前，班上
很多孩子都从未离开父母出过远门，
家长也对孩子的出行充满了担忧，但

在行程中，孩子们学会了独立，学会
了吃苦耐劳， 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
都说不经历风雨怎会见彩虹，现在的
小孩都是家长的掌中宝，相信经过这
次锻炼，他们以后更能从容地适应中
学生活。

团队精神，是孩子们对彼此最长
情的告白。 整个研学旅行过程中，作
为一个集体， 我们始终陪伴着彼此，
心中一直想的是集体。 拓展训练，孩
子们彼此协助，相互配合，大大地培
养了团队精神。 感恩教育，让孩子们
懂得了父母的辛苦，也让同学与同学
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浓浓的爱和集
体主义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灵魂和身体， 总要有一个在路
上， 这是我们一直所提倡的成长方
式，而此次研学旅行把学习延伸到了
生活之中，这种新型的教育方式让孩
子们既开阔了视野， 磨练了意志，又
培养了团队精神，增进了友谊，灵魂
和身体得到了一次新的洗礼。

—堂别开生面的成长课
衡阳市蒸水小学 李丽娟

科技馆里有许多新奇的东西。 倾斜
小屋的房子仿佛在吸引我去拥抱墙壁；
镜子迷宫让我看到了好多个自己； 最好
玩的是走绳子， 酷炫的单车两旁有保护
措施， 架在两米高的地方让人看着就恐
惧，不过我还是勇敢地骑了上去，并且还
走了个来回哦！

———衡阳市蒸水小学六（3）班 陈敏慧

回到家后，我帮妈妈做家务，陪妈
妈散步，逗妈妈开心，和她讲我在长沙
这两天的见闻！从今天开始，我要孝顺，
让爸爸妈妈开心，收回小脾气，全心全
意做一个乖宝宝。

感恩妈妈，她给了我生命，哺育我
健康成长；感恩爸爸，他给了我鼓励，让
我学会了勇敢、坚强；感恩爷爷奶奶，他
们的叮咛和嘱咐是那么温暖，让我学会
了包容和谦让；感恩姥姥姥爷，他们对
我悉心照顾，送给我温暖；感恩我的小
伙伴，他们的默默帮助，给了我克服困
难的勇气；感恩老师，她带我品尝知识
的琼浆，教我放飞童年的梦想。 常怀一
颗感恩的心， 让我们体验生活的快乐，
带着热爱去进行生命的远航吧！
———衡阳市蒸水小学六（5）班 董远乐

这次研学是
我第一次离开家人，和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

第二天上午， 我们体验了 4 个拓展游
戏。 第一个是挑战动力圈，第二是激情拍
掌，第三个是跳长绳，第四个是击鼓颠球，
这 4 个活动让我明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击鼓颠球让我至今难忘，这个游戏的
目标是：每个人拉住绳子的一端将鼓腾空，
用鼓颠球。要求绳子的距离必须大于 1 米，
颠球高度每次不得少于 10 公分。这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考验团队默契的项目，刚开始
磨合期颠一两个都很困难，每次失败后，我
们每个人都要默默地调整自己，非常专注，
之后的每一次进步，我们都格外兴奋，通过
这个小游戏，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有无限
的可能性。

———衡阳市蒸水小学六（2）班 张楚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