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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
实现我国“十三五”既定发展目标。 加快
推进交通强国战略目标以及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引领新常态下交通运输新发展，
统筹推进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建设。 道路
运输作为交通运输重要组成部分， 要始
终坚持用五大发展理念来提升道路运输
“设施水平、治理水平、服务水平、安全水
平”，加快建设公众便捷出行综合服务体
系、现代交通物流服务体系、打造面貌全
新的道路运输服务升级版。

一、坚持创新发展，加快道路运输转
型升级

一要在思想观念上创新， 特别是面
对行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业态新模式，要
打破和摒弃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和畏首
畏尾的思想， 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和
开拓创新能力。二要在体制机制上创新，
重点梳理和完善促进道路运输科学发展
的法规体系，构建、创新适应新形势要求
及符合道路运输行业发展规律的体制机
制。三要在行业发展空间上创新，鼓励和
引导道路运输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
快发展，多角度深入挖掘行业发展空间，
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方

式和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二、坚持协调发展，构建现代综合运

输服务体系
一要加强综合运输枢纽建设， 推进

“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创建，加快实
施客运服务“一票制”和货运服务“一单
制”，实现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
缝化衔接”。 二要加强与铁路、 公路、水
路、民航、邮政的衔接，促进各种运输方
式深度融合， 充分利用多式联运甩挂运
输主题性项目进入国家试点契机， 进一
步扩大甩挂运输试点覆盖面，形成“主动
提升一批、 对标国际一批、 复制推广一
批”的多式联运组织模式，发挥好综合交
通运输组合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三要加
快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加强城市公交、
客运班车、 农村客运等各种运输方式的
衔接，优化道路客运资源配置，积极引导
客运车辆“车头朝下”，用市场换服务的
发展模式，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整合有限的资源和力量，推行运邮结
合等发展模式。

三、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低碳生态环保
一要大力推进行业结构性、技术性和

管理性节能减排， 加大新技术新能源应
用，统筹道路运输基础设施、技术装备、运
输服务协调发展， 调整优化运输组织机
构，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的现代立体交通运输服务体系。二要鼓励
运输企业加快淘汰高能耗、 高排放车辆，
推广应用先进成熟的节油型车辆；支持城
市客运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辆，
支持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等大运量、低能耗
城市公共交通。 三要大力推进物流园区、
综合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运输装备提
质升级，积极推进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和
集装箱运输， 引导货运车型向标准化、规
范化、系列化方向发展，建设与全面小康
社会相适应的“两型行业”。

四、坚持开放发展，强化道路运输内
外联动

一要坚持推进综合客运枢纽和物流
园区建设，指导客货运输站场（枢纽）建
设迅速向综合开发模式转型， 促进各种

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和融合。 二要坚持区
域综合运输服务一体化发展， 特别是紧
紧抓住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机遇，
完善公路客运接驳系统，优化衔接线路，
延伸服务深度和广度，提升服务品质。三
要坚持跨省区域发展，积极融入长三角、
珠三角、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等重点区域，
尽快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管理服
务方面相互衔接。

五、坚持共享发展，使道路运输发展
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一要围绕群众便捷出行， 加快发展
定制公交、接驳公交、专线公交、通勤班
车等公交客运产品，积极引导出租汽车、
汽车租赁市场， 不断规范网络约车等新
模式，为群众出行提供个性化服务。二要
依托移动互联网 + 思维，积极推进“一卡
通”在城市公交车、省内班车客运、公共
自行车等其他方式上的使用。 三要聚力
交通扶贫攻坚，精准规划，确保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老少边穷” 地区纳入交通扶
贫脱贫规划；引导、推广适合农村交通的
客、货车型；推动城市公交线路向周边延
伸，加快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研究制定
农村客运扶持政策，使农村出行更方便、
价格可承受， 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浅谈如何运用“五大发展理念”
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小学生作文教学是小学语
文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在“教育全面改革、得语文
者得天下得高考” 的大趋势下，
中小学语文教学在中小学整个
教学过程中， 其份量越来越重。
作为一名小学教育工作者，笔者
认为，万丈高楼从地起，要让每
一个学生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后，
有比较好的语文成绩和作文成
绩，小学阶段的“打基础”非常重
要，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谈点
粗浅的看法。

一、从会讲话到会造句。 从
生物学婴儿教育学语言学等学
科上来认识和理解，一个婴儿在
6 个月以后， 开始有了语言的本
能的反应、模仿和学习，从 6 岁
开始， 进入小学一年级学习，开
始接受祖国语言文字的教育， 当祖国
语言文字的学习达到一定的“数量”
后，就要开始运用这些文字，把这些分
散的独立的文字符号， 通过一些内在
的“规律”组成句子。 如“我”“早上”“妈
妈”“学校”“送”“上”。 语文和语言就是
这样奇妙， 无论怎样孤立的抽象的文
字个体符号， 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
和内在联系， 把它们组合成能够表达
一定意义的句子。 我们的小学语文教
学， 就应该紧紧扣住儿童心理和智力
发育的程度和特点， 引导小学生用学
会的文字“造句”，这种“造句”，有着非
常明显的儿童的智力和认知特点。 一
位家长和我饶有兴趣地说过一件趣
事，她 6 岁的小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
她教女儿认识“晒”稻谷的“晒”字，要
女儿造一个句子。 结果女儿眨了眨眼
睛， 造了一个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句
子：农民伯伯每天在田里晒太阳。 从句
子形式和结构来看， 这个造句完全符
合语法，意思也表达得非常完整准确，
童趣盎然。这个家长表扬了女儿。家长
对我说，就是这个造句，让小女儿感到
了语言的奇妙性， 喜欢上了造句和作
文， 让小女儿懂得了任何文章都是由
一个个“造句”组成的。

二、从“会造句”到会“看图说话”。
如果说，一个个的“造句”是作文写作

的第一步的话， 那么“看图说
话”就是第二步。 看图说话，训
练孩子们的观察、感知、认知、
理解、形容、想象等一系列的能
力。 一个画面上，有一个二十多
岁的少妇，牵着一个 6—7 岁小
女孩的手，走在山路上。 小女孩
背着小书包， 东方的天上有一
个初升的太阳。 山路两旁的灌
木丛中，开着鲜花，路边的小树
上， 几只美丽的小鸟在跳跃歌
唱。 这样一幅给出人物的画面，
让小学生写一段文字， 这是一
种最直观最有效的作文训练。
老师要告诉学生， 这样一个画
面， 可以写 50 个字的看图说
话， 也可以写 500 字的看图说
话， 等你们读初中高中大学的
时候，这样的画面，完全可以写

出 5 千字 5 万字甚至 10 万字的文章
出来， 让孩子们感到画面内涵外延的
无限性，从而爱上作文。 看图说话，是
训练小学生开阔“作文想象”思维的最
有效的办法。

三、从会“看图说话”到会写“记叙
文”。 小学三年级开始，老师就会要求
学生写“作文”，最先的作文题目往往
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爷爷奶
奶、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小伙伴、我的
家乡、愉快的一天等等。 其实，以上这
许许多多的写人写事情的作文， 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记叙文。 在训练
摹写现成的“看图说话”的基础上，通
过写记叙文， 来训练小学生们的记忆
力、观察力和“评价力”。 写记叙文，是
作文训练开始走上正轨的第一步，能
够写好一篇记叙文， 把人物事情记叙
得准确逼真生动， 基本上就可以写好
大多数的文体了。

文如其人，从广义上说，任何人
写任何文章， 都需要调动他与文章
内容相近的生活积累， 体现出他对
各类文字的驾驭组合能力。 因此，小
学作文教学， 老师一定要紧紧扣住
造句、看图说话、写好记叙文这三个
重要阶段，引导孩子们循序渐进，由
低到高， 从而写出一篇篇童趣盎然
的好作文来。

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卢小成

长期以来， 学校升旗仪式一直是中小
学德育的一种固定活动， 活动的形式和讲
话的内容也逐渐概念化与模式化了。 那么
如何推陈出新， 赋予升旗仪式更多适合学
生生长的教育意蕴？ 如何使升旗仪式成为
农村孩子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
实有效的课堂？如何让农村孩子受益，并享
受、期待着每一次升旗仪式的到来？带着这
样的思考，2019 年， 我们在原来童化升旗
仪式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创新国旗下讲话内
容的实践与研究活动。

一、传承与遴选 传承国粹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1995 年 3 月，在第八
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冰心、曹禺、夏衍等九
位文化名人提出了传承文化的紧急呼吁。
当下， 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是新时代
的最强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刚需。
为顺应时代的要求， 我校遴选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国旗下讲话内容。

二、改造与创编 结合当代语境，对国
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新国学，进而实现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才能使国学
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我们组织相关
成员对遴选的资源进行了改造与创编。 首
先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儿童教育、现
代文明的最佳融合点， 将适合儿童的中华
传统文化嵌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歌谣之
中，以诵读传承，以游戏传颂，以生活浸润。
其次把遴选出的内容作为创编的资源，结
合学校童化教育的办学思想， 合理利用社
会资源对传统文化进行儿歌式嵌入创编。
如政治英才篇章中的《张骞》：“张骞，张骞
作大使，出使大月氏。 历时十年久，打通西
域路。 带去丝绸冶金术，带回葡萄和石榴。
汉武帝，喜心头，封他作个博望侯。”这是引
领孩子健康成长很好的教育资源。

三、 诵读与引领 从某种意义来说，传
统文化序列化创编研究， 是对儿童的行为
方式、情感态度和生命意义的探寻。实践即
儿童文化课程的实施方式。 在国旗下讲话
中，我们采取以下六个步骤进行，我们称之
为“六段式生成”：

1.展示风貌，特色引领。 每周由一个中
队负责升旗仪式任务。 主持人要把该班的

特色说出来，把每班的精神口号呼出来。
2.推荐典型，阅读引领。 推荐并表彰两

位阅读之星。 阅读之星都要说出一句感言。
3.诵读儿歌，文化引领。 承担升旗仪式

任务的中队要对我校创编出来的传统文化
儿歌进行集体诵读展示。 如 128 中队诵读
的儿歌是：孙思邈与蔡伦，全班伴随着律动
在国旗下诵读。

4.联系实际，行为引领。 校长或其他
行政及老师根据诵读的内容结合学生当前
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行正
确的引领。如针对 128 班的诵读，我们刘校
长是这样引导的：唐代的孙思邈，他从小热
爱阅读，博览群书，而且勤于钻研，所以他
后来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
学家和药物学家。被人们尊为“药王”。并留
下了名著《千金方》。 从小读书、每天背诵，
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孩子们，让我们都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好吗？

5.全校互动，精神引领。 这个环节主要
是负责升旗仪式的主持人、 中队与台下的
所有中队进行约定式仪式互动。 把我校的
精神口号呼出来， 形成独具特色的童化升
旗仪式课程模式， 在这个仪式的过程中让
童心得到了展示，让童心受到了鼓舞，让童
心得到了绽放。

6.广泛推进，素养提升。 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升旗仪式上诵读的经典儿歌，所有
中队在“课前诵读两分钟”时间进行诵读；
每天中午十分钟的校园广播时间， 由一位
老师进一步引领诵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 国旗下诵读的经典创编儿
歌在思政课等课堂教学中， 在孩子们的课
间游戏中进行很好的内化与实践。 就是在
这样反复的诵读与运用中， 孩子的人文素
养才得到不断提升。

我校改变国旗下讲话传统的内容和方
式，让孩子站在舞台的正中央，通过一个个
任务驱动， 每周让一个班的孩子在国旗下
诵读、表现、推广我们创编的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儿歌，达到了创新传承的目的。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
般资助课题“基于儿童本位的传统文化序列化
创编研究”XJK17BZXX022）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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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旗下讲话内容
———为升旗仪式铺就一条新路

冷水江市中连乡中心小学 杨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