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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园书香润心灵 最是宁静养情怀
长沙市清水塘第二小学校长 骆文辉

水韵潺潺，滋润万物生灵；书香幽
幽，涵养芸芸众生。一座美丽的校园
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它不光要拥
有合理的规划、精美的建筑，还应该洋
溢着书香，让师生在其中能滋养出独
特的精神气质。一直以来，清水塘二
小致力打造有“清水气质江海情怀”的
师者，让教师阅读引领孩子们精神成
长。
2015 年，学校成立了青青读书社，
这是一个全新的线下与线上联动并进
的诗意文学分享类社团，一群有趣的
灵魂、一群爱书的教师们相聚在一起
品茗读书，与巴尔扎克握手，和屈子同
行……
社团成立了“为你读书”教师、亲子
读书团，邀请爱读乐读的老师或者家长
成为大家的“读书老师”，并在固定时间
通过校园广播，开展为全校师生读书的
活动。
“ 亲爱的孩子，愿你慢慢长大。愿
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
会慈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慢一点
变老。在爱中走过，我们一起成长。”这

静”，诵读经典，静享阅读。如今，
“静读”
不仅成为了一种习惯，更是渐渐成为全
校师生的一种精神需要。
作为教师，育人先当自育。多年以
来，清水塘二小鼓励教师们从优秀作品
中汲取营养，提高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
进一步掌握教育理论，更新教育观念，促
进教育创新，成为“有思想的教育者”，有
情怀的
“读书人”。
学校全面发起了“每天专注半小时”
为主题的悦读圈，每位爱阅读的教师自
愿加入“每天专注半小时”小程序，根据
自己的阅读实际，制订个人阅读计划。
此外，
“ 二小讲坛”、线上“好书私享会”、
是不久前，青青读书社的微信公众号上 主题沙龙读书分享会等等，为教师们提
发表的亲子共读音频。学生袁维伊和她 供了相互学习、以书会友的交流平台，该
的妈妈用温暖的声音将文字演绎成画 校教师们在同伴的陪伴和支持下，发挥
面，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灵。袁维伊的妈 积极向上、乐于学习的精神，用文化人的
“书香校园”
建设。
妈蔡艳表示，通过这样的形式，自己和孩 情怀积极推动着
除了独具特色的青青读书社外，
清
子们深刻感悟着书中的韵味，激发着阅
读兴趣，
孩子的综合素质也在全面提升。 水塘二小的青蓝足球队和青萌艺术团也
学校每周星期五是“全校阅读日”， 可谓是首屈一指。学校足球在全国赛、
师生当日“入校即静，入坐即读，入书即 省赛、市区赛中都获得众多成绩，是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布点学校、全国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长沙市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长沙市九运会足球亚军等，已成为
长沙市小学足球形象代表和主力军。
清水塘第二小学还是长沙市开福
区教育局首批授牌的艺术特色项目学
校。学校艺术团成立于 2008 年，下设管
乐队、合唱队、民舞队、语言团、街舞队
等多个专业团队，拥有包括 13 位专业老
师在内的 500 余名团员，培养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艺术人才。艺术团多次代表
学校和开福区参加比赛或演出。排演
的《你依然站在这里》
《加勒比海盗》
《花
木兰》
《陶罐和铁罐》等节目多次获得特
等奖佳绩，也深受各级领导、专家的认
可和好评，成为区内颇有影响力的小学
艺术团体。
如今，立足新起点，再创新辉煌。清
水塘二小会继续深化全员阅读，让老师
的阅读情怀，影响学生的学习观、阅读
观，让校园，成为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爱
的家园。校园充满诗意，心中荡着诗情，
教育便能焕发更多的生机和美丽来。

深入贯彻实施劳动教育 办新时代高品质学校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校长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形式呈现在同学、老师们眼前，隔着屏幕
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 挑逗着大家的味蕾。在该班班主任高玲
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 芳的组织下，1812 班的“我食我 show，厨
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艺大比拼”云上美食节热闹非常。
在文化课程的基础上，实施劳动教
4 月 5 日上午，
我校 1912 班的班主任
育，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 周利丰策划了一场线上劳动教育——
生活劳动、生产和服务型劳动，让学生动 “‘我的地盘看我的’房间整理秀”，要求
手实践、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 全班学生在班级群中分享劳动视频或照
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通过 片，
并邀请家长和老师进行评比。
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
铺好的床铺，干净的书桌，整齐的书
思主义价值观，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 架，看着自己劳动 40 分钟的成果，吴昕
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的基 烨十分有成就感。她的努力也赢得了大
本劳动能力，
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家的赞赏，当晚周利丰在班级群里为她
劳动之花绽放云端
颁发了“清雅绝尘奖”。
“在我以前看来，劳动只是洗衣、做
长期以来，
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
饭、
打扫卫生之类的琐事，
但这一次我真
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在被淡化、
正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
”
1812
班学生夏
弱化。为此，
我校将劳动教育纳入学生培
雨欣说，
这次实践让她深刻理解了什么
养的过程之中，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相结合，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创新体制机 是“粒粒皆辛苦”，并领悟到父母日常的
制，
注重教育实效，
实现知行合一，
促进学 辛劳。
崇德向善幸福同行
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自办学
以来一直探索劳动教育的新模式。在今
年这个超长待机的寒假，学校的劳动教
育也未掉线。
“孩子们无法像往年一样走
出家门开展实践活动，家庭劳动成为落
实劳动教育的主要途径。”自今年 2 月份
以来，学校组织各年级开展线上教育引
导学生参与家庭劳动，除了列出家务清
单，不少班级策划了线上特色劳动教育
和实践活动。
龙井虾仁、甜糯香糍、咕噜噜鸡肠
……3 月 15 日，在 1812 班的班级 QQ 群
里，一道道诱人的美味以图片和视频的

姜小明

作，让学生走入生活，在帮助他人的劳动
实践中感受
“举微于行，
至善于心”
。
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说
过：
“什么是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养成习
惯 。”积跬步以至千里 ，聚小流以成江
海。以微善成就人性之善，以个体人性
之善成就社会大善，这正是身为教育工
作者的我们所应该不断追求的目标。
“从小事明大理，做微善传大爱。”无
论是德育还是劳动教育，说教不如一次
深刻的实践，从校园生活社会实践的细
微之处、点滴之中激发学生内心的善知
善行。
创新课堂护航劳技

我校将加大劳动教育课程的设置力
每周安排不低于 1 课时的劳动教育课
除了开展劳动教育进社区、进家庭 度，
的多样化实践活动，我校还结合初中学 程，同时提高劳动教育课程的质量，以开
生的个性特征，在各年级开设了每周不 发学生感兴趣、有实践价值的课程为主，
“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
少于 1 个课时的必修劳技课程，并配备 体现
我校在劳动技术课程的开展和教学
独立的劳技课教室。
同时，学校的劳技课以手工操作为 过程中，注重围绕增加劳动知识、技能，
主，学校每个班级每学期安排一天集中 加强家政学习，开展社区服务，适当参加
“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核心 开设全天的劳技课程，确保学生有充裕 生产劳动，使学生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
劳的品质。用劳动激发学生追求，通过
要素，
“ 向善”和“行善”是传统文化的核 的动手时间。
心理念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未来
居家隔离期间我校专职劳技课教师 劳动引导学生体验劳动的价值，从而在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是德才兼备。 蒋鑫和同事开展了一堂研学主题的线上 劳动中培养学生的素质。
天 行 健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 正 如
“微善德育”旨在通过校园环境和生活学 直播课，分享研学中的趣味项目和注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习过程中细微之处和点滴之处的“善”， 事项，
引起了不少孩子的兴趣。
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善行”
“ 善念”
“善
初中阶段的孩子知识面广，太单一 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学生德行
思”。在教育实践中将劳动教育与学校 的操作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为了提高 的养成、奋斗精神的培养始于辛勤劳动
“微善德育”理念紧密结合是我校深入开 劳技课的教学质量，在学校的支持下，蒋 教育。通过劳动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
展劳动教育的一大特色。
鑫对劳技课进行了自主探索，开发了纸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体验式教学
1 月 17 日，我校开展“崇德向善迎新 藤编织、变废为宝、中国结等特色课程。 中使学生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和成长，激
春，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春运志愿服务活 每策划一个课题都录制完整的操作流 发在未来学习和生活中努力奋进、自主
追求与实现梦想的勇气。
动，体验安检、检票、购票、站台引导等工 程，
根据学生反馈不断改进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