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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乡市
玉潭学庵小学赋

□ 胡旺洪

学庵小学，南临沩江，得水

之神韵，北望县府，秉地之灵气，

玉兰列道，彰梗直之气质，黄菊

绕径，显廉洁之风骨，花圃小径，

隐约于萋萋芳草，石桌木墩，点

缀于融融绿地，黄鹤鸣唱，增暖

暖之画意，诗赋低吟，溢绵绵之

书香，三十教师，七百学子，课间

灵动相随，发神采与炜煌，晨昏

书声相伴，汲精纳粹于学黉。

若斯典雅之园，翰林学官之

地，紫禁文渊之景，谁其开创？

孰人领航？谓我良师，不懒不

惰，穷且益坚，智而愤亢，或韬或

略，不怯不妄，搏且自立，拼而有

向，三尺讲台，挥洒汗水，一支粉

笔，纵论古今。以学论剑，启道

聪明，培养特长，勇做先行，变革

教法，智播杏坛，既显宝刀不老，

亦见干将发硎。

书山有路，吾将上下而求

索，学海无涯，尔随左右而徜徉，

承阅读重人文，酿校园书香，助

莘莘学子博文修德梦飞翔，传国

学读经典，鉴道德文章，寻无数

心灵陶情明理志凌云。读写结

合，嘉言懿行著华章，读绘联壁，

研朱弄墨绘童心，滋有沩宁特色

学校之美称。

赞曰：滋兰润蕙，育英缤纷，

桃李芳菲，启智育德，学韵长存，

文芳永辉。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宁乡市

玉潭街道学庵小学）

2020 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慢，

一场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虽

然身居家中不在一线，但我们同样不

是局外人。眼前所发生的许多事，超

出孩子的经历和想象，在我看来，它就

是一本鲜活而沉重的教科书，值得每

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读懂它。那么

疫情之下，我们该读懂些什么呢？

读懂生命。“时代的一粒灰，落在

个人头上，其实就是一座山”。新冠肺

炎已让数千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数万

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目前，国内的疫

情形势持续好转，但境外的形势却异

常严峻，感染病毒的人数还在持续增

加。全球正处在疫情的“至暗时刻”。

我们不禁感慨，生命如此宝贵，却又如

此脆弱。

我们要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呵护

生命，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

重要了。疫情当前，我们要学会科学

防护：比如坚持有规律的作息，不熬

夜，不沉迷电子游戏；坚持适量运动，

劳逸结合；管控好情绪，合理调节学习

节奏；注意卫生，勤洗手，勤通风；出门

戴口罩、少串门等。我觉得让自己的

免疫力强大起来，才是抵御病毒最好

的药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守住

规矩，沉着应对，不再慌乱，不再抱怨，

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我们只

是被困在家里，那些逝去的人却永远

被困在了2020年的冬天”。

读懂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的

意义在哪里？这是疫情之下我们需要

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最近，网络上两

个梦想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河南南阳

有个小男孩叫小通，学校要上网课，

但家里没有网络。为了蹭邻居家的网

络进行学习，他每天搬个小凳子在自

家的屋顶上课，这里成了他的“空中

教室”。同样，在武昌方舱医院也有

一间特别的教室，医护人员称之为

“梦开始的教室”。它属于一名确诊

为新冠肺炎的高三女孩小付。她一边

坚持治疗，一边努力学习，为了梦想

不轻言放弃。网友评价说，他们努力

和专注的样子真美！

疫情之下，居家学习、居家锻炼、居

家劳动成了孩子假期的常态。其实，大

家要面对的是一张难度不小的“生活考

卷”。可以说，这个超长版的寒假最能

考验孩子的自主品质和自律能力。是

放纵，还是慎独？是混日子，还是抢时

间？是走向优秀，还是自甘平庸？我相

信每个孩子都已经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我看来，疫情会像大浪淘沙一样淘出

那些品质和能力更好的人。

作家海明威说：“生活总是让我们

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我们

要学会感恩，感恩生活给予我们的一

切。纵然生活苦涩，也要怀揣希望，向

下扎根，向阳生长，让生命不断增值、

发光。

在这次抗疫行动中，既有钟南山

院士那样的国士级专家，也有大批 90

后的医护人员，更多的是奋战在疫区

和后方的普通劳动者，他们舍生忘死、

主动请缨、夜以继日、负重前行，用生

命拯救着生命，用生命守护着生命，用

生命温暖着生命。一位在浙大一院康

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哽咽着向医护

人员道别，“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也不

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看到他们的眼睛

给我莫大的力量”。

作家罗曼·罗兰有句名言，“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

认 清 生 活 的 真 相 后 还 依 然 热 爱 生

活”。我想，正是千千万万最美逆行者

热爱生活的态度和勇气，撑起了整个

湖北、整个中国寒冷的冬天，他们不愧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读懂生存。最近，一段名叫《大自

然母亲》的小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在

大自然中，未来是否还有人类的一席

之地”的质问引起我们深思和忧虑。

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开始加速对大

自然无情的索取，甚至大量捕食野生

动物，彻底打破了原本平衡、稳定的食

物链，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地

球环境的恶化，人类陷入被逐出地球、

无处安身的巨大危机。以色列历史学

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

中，把人类发展历程中始终面临的三

大问题归结为瘟疫、战争和饥荒。就

从 2020 年来看，澳洲山火、美国流感、

东非蝗灾，包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

有这些都给人类再次敲响警钟。

我们要学会自警自省，敬畏自然、

敬畏地球、敬畏生命。人类只有遵循

生存的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能

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也正是这样，2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行动之迅

速，态度之鲜明，值得我们点赞。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中国人

的眼里，地球就是个“村”，我们就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

界更离不开中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采取了比世卫组织更加严格的防

控标准和措施，用莫大的勇气和巨大的

牺牲，为全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时

间、积累了经验。疫情当前，我们还对

巴基斯坦、伊朗、意大利等国家伸出援

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和中国力量，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强大的制度优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

国，哪来的家？家庭的命运从来就同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疫情之

下，我们要以爱之名，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我们要倡导绿色环

保，关注公共安全，在成长中体验责任

和担当，在经历中厚植家国情怀和法

治精神，共同守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

孩子们，一场疫情让我们明白，世

界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只有不确定

才是确定的。我们要读懂生命的价

值，读懂生活的意义，读懂生存的危

机，在适应世界的不变和不确定中更

好地改变世界。

磨难压不垮，奋起正当时。孩子

们，等风雨过后，待春暖花开，愿归来，

你已自然生长！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杭州胜蓝实验中学）

1977年11月30日，江苏省常州市

委宣传部在文化宫召开会议。当一位

年过花甲的老人走上讲台时，全场爆发

了震耳欲聋的掌声。这位深受众人爱

戴的长者，就是史绍熙。他说：“我这一

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爱学生！”

史绍熙最爱的学生，主要出自江苏

省常州高级中学。在这所百年名校的

历史中，他先后担任校长40年，是任期

最长、办学成果最多的校长，被陆定一

誉为“中等教育专家”。而长期扎根基

础教育领域的史绍熙，在兢兢业业的工

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形

成了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

在史绍熙看来，教育的前提是“爱

学生”。他曾说：“爱学生是教好学生

的前提，是教育取得成功的起点。”“我

40多年的教学生涯归结起来就是一个

字‘爱’。一天不见学生和教师心里就

感到非常空虚。”因为爱，史绍熙常常

走进学生的课堂、宿舍、实验室、体育

场。他极其关心学生的成长，对学生

反映的思想、学习和生活问题，往往快

速、高效地给予解决。某年，总务处公

布了停膳名单，其中有几位家境贫寒

的学生是因为没钱交伙食费。众所周

知，停膳就意味着停学。故而，史绍熙

在事后大为生气。他说：“不请示校长

就不给学生饭吃？没有钱从我工资里

扣除。”更令人佩服的是，当国民党派

出的军训教官打骂学生时，史绍熙当

着许多教师的面进行训斥：“我们省常

中的规矩是从来不准打骂学生的，教

师只有教育学生的义务，没有打骂学

生的权利。”

史绍熙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时，都是从爱护的角度出发，“以正面

教育为主，疏导为主，表扬为主，启发

指引，循循善诱，尊重学生的人格……

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在史绍熙的

带领下，常州高级中学的教师都非常

注意和学生的沟通方式，尽量避免粗

暴压服的做法。于是，教师亲学生，学

生亲教师也亲校长。在温情的环境

中，不论教学管理还是教育科研，都进

行得非常顺畅。

在学生培养方面，史绍熙主张全面

发展。但是，全面发展不是面面发展，

也不是平均发展，更不是“门门全优”。

在他看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特

点，每个学生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在教

学中，不能片面追求功课优秀，而要激

励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

的个性特长。针对把“全面发展”变成

“平均发展”的现象，史绍熙在 1982年

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习惯于

按上级规定办事，思考问题太少，思想

容易僵化。我们校长要坚持执行党的

教育路线、方针、政策，但要有自己的教

育思想、教育观点，要有自己的办学主

张。一律化、一刀切……这对教育事业

的发展，对人才培养影响很大，我看这

个非改不可。”

在课业学习方面，史绍熙主张以

学生自学为根本，鼓励学生主动探索，

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他认为，“由于

受传统教学体系的束缚，‘知识唯一’

的教学观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在学校

仍然占着相当的地位，这就容易导致

扼杀学生的创造精神”。而培养学生

的创造精神，就要让学生明白：“观察

是入门，思维是核心，创造是目标，自

学是根本。”值得一提的是，史绍熙的

上述观点继承自我国古代传统的教育

思想。孟子曾说：“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

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

子·离娄下》）所谓“自得”，就是通过自

学获得知识。依据孟子的观点，要深

造就要“自得”。而史绍熙汲古铸今，

十分认同孟子的观点。在他眼中，这

样获得的知识基础扎实、理解深刻，能

够信手拈来。这种学习方法是教师治

学、学生修习的重要原则，能充分调动

师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学校管理方面，史绍熙不仅以身

作则、尽职尽力，而且努力培养教师的

“事业心”，严抓课堂教学工作。他对新

入职的教师十分关心，常常揣摩教师心

事，并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语重心

长地说：“一个知识分子只要有事业心，

即使做最平凡的工作，也能作出很大的

贡献。更何况是做一名人民教师呢？”

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去践行的。史

绍熙的专业是那个年代非常令人羡慕

的土木工程，但他却选择了中学教育，

让许多人表示不解，可史绍熙却干得很

起劲儿。他说：“我将用自己的知识培

养一批批的学生，让他们去实现我的夙

愿，这贡献不是更大吗？”因此，史绍熙

对待课堂教学毫不含糊。他严格要求

自我和教师，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最大

限度地发挥课堂上 45分钟的作用，绝

不马虎草率、不负责任。

日复一日，史绍熙从未停止对教

师、教学的关心。他曾每年走访教师家

庭100户；在80岁高龄时，还专程去聋

哑学校看望学生，并捐赠大量的中外名

著和少儿读物。他的教育实践、教育思

想更贴近当代教师的生活与工作，影响

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师奋勇前行。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史绍熙：一辈子只做了“爱学生”一件事
□ 杨 阳

教育家影像

疫情之下，我们该读懂什么？

晒校赋

□ 李建飞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陕西省渭

南市高新区第三小学结合省市区落实

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

构建课程引领、改革创新、活动展现的

发展路径，为学校发展搭台，为教师提

升助力，为学生成长护航。

课程体系引领学校发展。本着

“以发展为本”的课改理念，学校根据

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要求，依据

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科知识的内

在逻辑，将国家、地方、校本课程有机

结合。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必修课

程，各学科严格按规定开足课时，合理

整合教材，拓宽教材资源，提高实效。

如语文学科在提高课堂效率的前提

下，补充阅读，增加阅读量，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让阅读为学生的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开足上实地方课程，地方

课程一年级每周两课时，二至六年级

每周一课时。学校加强地方课程管

理，组织教师认真备课、教研，定期对

地方课程教学进行评价，督促任课教

师将课上好、上实；合理设置校本课

程，学校立足学科内容，由课内向课外

拓展，由课堂教学中所遇到的实际问

题引申，探寻课外学习资源，发挥群体

智慧，将学生的需求与教师的能力相

结合，积极建构具有学校特色、有利于

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为了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促进学生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学校开设了以

锻炼学生意志、增强学生体质为目标

的体育类课程——足球、武术；以提升

学生书写能力为目标的特色书法课

程；以加强传统文化、激发语文学习兴

趣为目标的成语课程等，并开发了配

套的校本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教学质量。

创新课堂提高教学质量。新一轮

课改在观念、目标、内容、方法、管理与

评价诸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校

在开齐课程、上足课时，不增加学生在

校学习时间，不增加学生作业负担的

前提下，通过调整教学关系，构建“自

主互助学习型课堂”，走出了一条“轻

负担、高质量”的教学改革之路。在不

断探索中，学校将新的理念转化为普

适性的教学策略，使教师从根本上改

变教学方式、养成新的课堂行为习惯、

建立民主平等的课堂新文化，使学生

养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课堂讨论

的习惯，让学习真正成为学生喜欢的

事情。

活动展现绽放学生风采。让艺术

之花开满校园。近年来，我校在艺术教

育方面坚持“以艺育德、以艺启智”的艺

术教育工作目标，按照“以课堂教学为

主渠道，以艺术教育活动为载体，以校

园艺术文化为依托，突破重点，整体推

进”的工作思路，在上级专家的指导下，

逐步形成了以书法、武术、绘画等多元

发展的艺术教育格局。为此，学校充分

挖掘教师自身专业技能优势，坚持开展

“三个一”活动：具有一项艺术特长，教

授一门校本课程，展示一次社团（兴趣

小组）活动成果。同时，发挥教研组功

能，积极对美术、音乐教师进行教学能

力、课堂教学艺术的系统培训，推荐艺

术教师参加各类培训辅导班和名师基

地学习班进行培训提升。

为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和谐发

展，使艺术教育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可

选择性，给学生更多的选修资源，学校

积极寻求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将优

秀师资引入校园。优秀的师资为艺术

教育的高质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师

资保证。学生在艺术教育中快乐、健

康地成长，也得到家长的高度赞誉。

让信息技术凸显特色。素质教育

是一个“人”字当先的系统工程，信息

技术的出现为素质教育的发展开拓了

空间，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提升了学习

观念的先进性。在信息技术课上，学

生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计算机网络知

识；在语文、数学、美术等课上，学生在

教师的教学指导下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更高效的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校各项活动融入信息技术的元

素，变得更丰富更生动。

让实践活动丰富多彩。为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让小学生亲近社会、学习知识、开阔眼

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学生自

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吃苦耐劳

精神，提高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高新

区第三小学利用节假日和校外德育资

源不失时机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

德育处的精心组织下，定期观看爱国

主义教育影片，对学生进行良好的爱

国教育、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到高新

区3D打印基地，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

教育，体验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

捷。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厚重的

历史文化，学校组织学生走进秦始皇

兵马俑，感受大秦文化的博大精深。

行走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路上，我们

愿做一个行走者、欣赏者、体验者、感悟

者、思考者。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

走下去，素质教育之花将绽放校园。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高新

区第三小学）

校长观察

让素质教育之花绽放校园
□王 彤 郝 娜

渭南 素质教育·校长谈 3 素质教育实施体系，陕西省渭南市各学校从德育、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体育、艺术、科技信息、社会实践七个方面有效推进。

栏 目 征 稿

【校长观察】校长通过身边看

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育事件，进

行分析论述，展现自己对教育本质

的认识和理解，对治校、管理、育人

的想法。字数2000字左右。

【教育家影像】对国内外教育

家的风范、教育理念进行梳理，镶

嵌一些具有转折点和重要意义的

趣事，对当今的教育具有启迪性。

字数1800字左右。

【晒校训/校赋】您校的校训

是什么？出自哪里？有哪些时代

内涵？您校的校赋是什么？字数

600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743

史 绍 熙（1915-

2013），江苏省常州高

级中学老校长、著名教

育家，著作大多收集于

《史绍熙教育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