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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邻水县
鼎屏镇第四小学赋

□ 林正华

立足伟人故里红色广安，依傍华蓥山麓

御临河畔。连贯国道，览千载邻州风光之壮

观；毗连邻中，得百年名校儒雅之懿范。雄

踞邻城之南，四小陶苑巍然。厚德如土，陶

艺园中桃李艳；上善若水，春风化雨春满园。

鼎屏四小，发轫于周家垭口，肇基于建国

元年。许氏独授斯地，群童求学此间。寒来

暑往，星移物换。文革末附设初中，曰“蔬菜

村小”，首次扩建；改革初撤区并镇，称“南外

分校”，鼎屏辖管。普九增容，设施尽齐备，乙

酉建制，硬件臻完善。三度扩充，“经营之神”

助学捐建，“明德小学”蔚为大观；科技体验，

行知理念教人求真，“活动中心”别有洞天。

鼎屏四小，塑雅形之乐园，成大器之摇

篮。杜鹃花滴翠流丹，绽放学子七彩童年；

黄桷兰叶茂枝繁，见证陶苑沧桑巨变。校徽

灿灿，图文简约旨深远；校旗猎猎，催人奋进

着先鞭。校歌昂然，拥抱明天；校刊斐然，树

蕙滋兰。主题文化以人为本，理念前瞻；巨

幅楹联班香宋艳，辉映心田。陶英楼，陶铸

英才，朝勤夕勉；陶怡楼，陶情怡性，儒行雅

言；陶然楼，陶然自得，卓尔不凡。

陶艺坊，现代传统有效契合，启智健体

相得益彰。工精器良，雅形泥塑青出蓝，陶

魂瓷韵集众长；心精手巧，合化知行乐寓教，

艺高才绝教有方。翰墨轩，架构巧小精，品

位高大上；一撇一捺人为本，一笔一画情飞

扬。美术馆，妙品陈列翰墨香，主题展览润

心房；篆隶婉通精密，真草平正流畅；工笔写

意形神兼备，国画西画百花齐放。

领导冰清先垂范，骨干玉洁为中坚。

老中青联袂比肩，传帮带风采无限。业务

研修墨突不黔，有教无类席不暇暖；科研遐

迩皆闻，课改敢为人先。教者谆谆，群芳争

妍；学子莘莘，弦歌震天。书法特色蜚声邻

州，陶冶教育饮誉广安。

艺术社团添羽翼，美育基地负盛名。诵

经典，师圣贤，演绎文明；承传统，习人文，火

传穷薪。引商刻羽，高山流水多知音；舞燕

歌莺，声台形表有传人。弄管调弦，醉心怡

神；挥毫点墨，行知树人。主题活动，陶艺展

演，课题研究，专家垂青。木铎金声，依法治

校领头雁；杏坛春色，文明校园排头兵。

70年薪尽火传，70载群贤共襄。历春秋

春华而秋实，砥志行志洁以行芳。奖证奖牌

奖杯，咸经雨雪风霜；职务职能职责，共筑中

国梦想。新时代，新思想，德高才博竞芬芳；

新黉宇，新气象，潮平岸阔启新航。赞曰：

啼红吐绿映黉堂，铁干虬枝傲酷霜。

歌赋诗词濡慧性，丝竹弦筦奏华章。陶魂

自古宗楚匠，墨韵从来嗣晋唐。润物无声

施化雨，行知教育写辉煌。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邻水县鼎屏镇第

四小学）

强教必先强师。作为我国基础教

育领域教师的摇篮、我国教师教育领域

的国家队，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深化改

革，采取切实措施建强做优教师教育，

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明晰“师范”属性加强高水平教师

队伍建设。教师教育发展离不开广大

教师，因此华中师范大学进一步明确了

教师教育类教师队伍的“师范”属性：一

是教学使命，教师的首要责任就是通过

自己的教学使师范生“学会教学”；二是

学术使命，教师要在新时代的教师教

育、师范院校发展中主动承担起教育学

术创新和学科建设、实践改革以及学风

建设的责任；三是社会使命，教师要运

用自己的学术知识进行课程引领、文化

塑造、参与教师教育决策。为了补充、

健全、壮大教师教育类教师队伍，学校

坚持校外引进和校内培养两手并举，全

方位、多渠道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支持

从校外引进优秀博士；鼓励从基础教育

一线引进特级教师；对具有一线经验的

往届优秀硕士生实行博士定向培养，补

足教师教育类教师。学校按照师生比

核定学科教学论教师的编制和岗位，补

充壮大教师教育类教师队伍。修订完

善《华中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

建设的实施意见》，引导教师提升认识，

增强教学和科研活力，实施学科教学论

教师到中小学、教研机构开展“协同科

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等教师发展

机制。进一步强化教师教育类教师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经验，“保障学

科教学论教师到基层挂职时间每五年

累计不少于一年”。同时，学校还注重

打造附属学校及实习学校“教师教育实

验室”，形成教师教育集体优势。鼓励

教师教育类教师深度参与教学改革，支

持教师开展重大教育科研项目集体攻

关，建立教师教育类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共同体，切实提升教师教育类教师队伍

的专业水平。

聚焦学科建设与学术提升。为了

建强做优教师教育，学校积极将教师教

育学科建设列入学校学科建设重点内

容，明确将其纳入学校“大教育”优势特

色学科群建设，做好迎接第五轮学科评

估的准备。整合与教师教育有关的组

织机构、学术团体，适时组建高水准的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学校坚持理论研

究与实践研究紧密结合，建设教师教育

学术高地和教师教育改革创新智库。

致力建设一批以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

和教师教育专家为引领、以优秀青年教

师为主体的教师教育学术创新研究团

队。在坚持正确的教师教育研究方向

基础上，学校进一步立足中国大地，面

向基层一线，服务实践需求，激发教师

教育学术研究创新活力，推进研究范式

和研究方法改革，推动跨学科、多学科

协同创新，催生一批优秀教师教育科研

成果，提升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研究的

整体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学校主动

聚焦国家教育重大战略需求，攻坚我国

教育、教师教育、学科教育发展中的前

瞻性和现实性重大问题，承担更多国家

级教师教育重大课题，为新一轮国家和

地区教育发展开展集体攻关、献计献

策，形成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国

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改革教师教育学科评价机制。为

了进一步优化教师教育学科管理职能，

推进新时代高等学校“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在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积极

作用。学校设立教师教育专项研究基

金，鼓励教师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

育行政人员建立教师教育研究共同体，

发挥集体教研的优势，并将教育研究成

果转化为有利于一线教学改革的抓手

和动力。建立健全教师教育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成果分类评价机制，主动形

成新的教师教育发展评价模式，激发教

师教育发展动力。

强调教师教育职前职后、校内校外

协同发展。学校将“四有”好老师标准、

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和“四个

服务”等要求细化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

程，并进一步实施一体化、进阶式的教

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本硕博各阶

段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探索厚基础、宽口径、交叉复合

型教师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相应的人才

培养衔接制度、分段考核制度和学位制

度，引导学生终身从教、严谨治教。切

实提高公费师范生教育硕士的培养质

量，改造内容陈旧、交叉重复的课程，将

教师专业发展、未来教师新要求、新时

代元素全面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全

面落实“五育并举”“三全育人”的理

念。打造一批高水平教师教育类“金

课”，推动教师教育课堂教学革命，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创

新、优化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管理制度。

坚持协同育人理念，坚持职前职后一体

化培养，大力营造良好的师范文化，系

统建立导师制、书院制等人才培养制

度，从基础教育实践一线聘请优质、充

足的教师做师范生的兼职导师，融入教

师教育培养体系，面向基础教育真实问

题，改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方式，强化

师范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训练，推动教

师教育实践环节改革，坚持师范生本科

4年和教育硕士2年乃至教育博士阶段

的实践实训实际研究不断线。整合校

友、附属学校、社会机构等力量，推动科

教融合、内外联动，全力提升教师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附属学校基

础教育研究和实践试验田的作用，建设

附属学校及实习学校“教育实验室”。

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推动培养与培训

协同。以教育创新和教师教育为切入

点，学校立足湖北省市区三个圈层，对

接国家战略“四点一线一面”，致力于为

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构建高校、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企

业、中小学幼儿园“四位一体”的多元开

放协同机制，进一步提升教师教育的服

务能力。以国培计划实施为契机，积极

支持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

机融合，打造教师培训精品，并优化“国

培”和师范生培养的有效“套接”，推动

职前职后教师教育内涵发展，树立教师

教育专业化平台标杆。对接国家战略，

助力“三区三州”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利用学校教育信息化学科和平台优势，

力争建设教育部全国数字化教师研训

基地。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

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因

此，我们要更好地落实立徳树人根本

任务，致力培养德才兼备、引领国家基

础教育发展的教育家型教师。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2020 年的

寒假漫长而静默，也给了我们足够

多的时间思考。生命重于泰山，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危险

面前，勇敢的“逆行”就是最美的背

影；在自由面前，居家学习就是为国

家作贡献；在资源面前，践行新节俭

主义，倡导新时期节俭观教育，就是

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所谓的新时期节俭观教育，是

指在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今天，引

导学生注重从精神层面去认识节

俭，倡导简单生活、理智消费、爱护

自 然 ，懂 得 节 能 、享 受 节 制 的 乐

趣。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新节俭主

义不是节衣缩食，不是拒绝享受，

而是提倡适度消费，引导孩子增强

忧患意识，这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

理性选择。

国家统计局对国内大中城市

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孩子的

平均消费远远超过成人，有的甚至

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对于蜜罐

儿里泡大的这一代，没有经历过物

质匮乏的年代，单纯的理论说教空

洞苍白，很难被孩子接受。这次疫

情的发生，让许多行业受到巨大冲

击，国民经济需要做好过一段“苦

日子”的心理准备，教育工作者正

好可以借此机会，帮助孩子理解并

践行新节俭主义，补上勤俭节约这

一课。

首先，家校共同制订一个详细

的奖惩方案。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

尚节俭，因此我们不缺氛围而是缺

少严格的执行措施。比如，将学生

对新节俭教育的实践行为融入学期

综合评价之中，不仅要求学生勤俭

节约，还要明确规定学校的监督执

行责任。此外，还可以在世界节俭

日举办知识竞赛、公益宣传活动、勤

俭节约主题班会等相关活动；开展

“12 小时饥饿体验活动”，提醒学生

“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忘节约、消

费不能浪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开

节能讲座，使学生能深入了解节俭

的文化内涵；在校园文化景观上添

加节俭文化内容，让节俭的思想融

入生活，使学生随时随地都能耳濡

目染，进而吸收、理解。

其次，要从细节做起。针对浪

费食物的现象，学校与家长要达成

共识，帮助孩子养成吃多少盛多少、

不浪费的习惯，形成一种意识、一种

羞耻感、一种错了要接受批评与惩

罚的危机感。比如，从小家长要告

诉孩子不吃完碗里的饭是可耻的行

为，但“吃什么由孩子自己决定”。

从长远来看，节俭其实是一种自我

管理的自律习惯。家长给孩子准备

足够健康丰富的食物，具体吃什么

孩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研究表

明，强迫孩子只吃特定的东西会适

得其反，因为他们会将吃饭与恐惧

联系在一起，导致孩子越来越抗拒

配合。家长还要学会用小的碗盘盛

食物，通过具体的行为培养孩子节

俭不浪费的习惯。

再次，新节俭教育强调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践行新

节俭主义，提倡新时期的节俭观教

育，是对不合理欲望的克制；加强节

俭意识的培养可以磨炼意志，提高

学生自制力；把节俭美德作为指导

消费的原则，可以抵制物质享受的

诱惑；在新节俭教育的过程中，还可

以让学生切身体会父母养育自己的

不易，从而激发对父母的感恩和孝

敬之心。当然，只有真正认同了新

时期的节俭观，学生才能通过个人

实践形成稳定的价值观。所以，如

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家校合作组

织学生对贫困地区生活进行实地调

查，或者组织帮环卫工人打扫卫生、

帮商店员工出售物品、帮餐馆服务

员洗碗等活动，让学生体会劳动的

艰辛和赚钱的不易，通过切身感受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同时，在实

践中注重知识的利用，帮助学生将

已学习的节俭知识运用于实践，增

强学生对节俭方法技能的掌握。只

有通过这种系统的学习、比较和理

解，甚至亲身体验，学生才能更深刻

地感受节俭文化的影响，产生共情

共育，从小感悟生活的意义，树立节

俭的品德。

最后，掌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点。新节俭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掌握

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点，收获幸福。对

个人生活，我们提倡节俭而不吝啬，

不刻意追求过苦日子；而对于整个社

会，提倡节俭而不因循守旧。联合国

也将每年的 10月 31日定为“世界节

俭日”，以鼓励人们节省资源。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新节俭教育的提出是基于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科学思考，是

“以德为先”“责任为本”的具体体

现，是转变“重知识、轻育人”观念

的实际行动，在“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中达到教书、育人的双重

目的。让我们家校一体，言传身

教，共勉新节俭教育。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区芳

草地国际学校）

学校如何开展“新节俭教育”
□ 李永恒 方慧星

推动教师教育发展的“三大引擎”

晒校赋

□ 夏立新

陕西省渭南市实验小学自建校

以来，把德育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

不断明确德育要求、调整德育思路、

整合德育资源，形成了体系全、内涵

深、途径广的鲜明特色，成为渭南素

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开发课程，构建德育体系。课

程是理念，课程是资源。让德育内

容课程化是构建德育体系的重要策

略。除了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学校

还结合渭南实际，开设了书法小课、

经典诵读、慈善教育等德育课程。

依据新修订的《小学生守则》，立足

学生德育现状，编写了《可爱的家

乡》《阳光少年》《安全避险我知道》

等校本教材，初步形成传统文化、自

然、艺术、安全、劳动、情怀、仪式、

人文、创新等九大育爱课程。三位

一体的课程体系让德育以生活化的

方式走进课堂，以情境化的方式走

进学生的心灵，起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依托课题，深化德育内涵。研

究是动力，研究是源泉。把德育纳

入课题研究的范畴，是深化德育内

涵的重要步骤。为了深入践行“以

爱育爱，爱心相传”的教育理念，让

“爱的教育”更清晰、更系统，学校选

定了《爱的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研

究》课题，以行动研究为主，资料收

集为辅，把全员参与与专题攻坚相

结合，明确了爱的内涵、内容和途

径，为每个年级设计不同的实践活

动。2016 年 7 月，我们的研究成果

《用爱陪伴教育》一书出版。

2017 年，学校又将研究视角转

向慈善教育，承担的教育部“十三

五”规划课题《西部小学慈善教育实

践的途径与方法研究》立项开题，开

发校本教材《慈善读本》，被省内外

学校广泛借鉴。

设计活动，拓宽德育途径。活

动是载体，通过活动立足体验，进而

育人，是拓宽德育途径的重要环

节。具体做法如下：

一 是 构 建 书 香 校 园 ，文 化 育

人。营造浓郁书香氛围：图书室

12 万 册 书 籍 ，阅 览 室 50 多 种 400

多期杂志报刊，供师生借阅；朗读

亭，师生可定期预约，品读经典；

班级读书角，个人流动书箱和家

庭小书架、小书柜为孩子的自主

阅读保驾护航。开展创意读书活

动：主题阅读课、读书分享会、师

生原创新书发布会、图书集市等，

让学生爱上读书。借力丰富社会

资源：诚邀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的

教师刘泽宇讲述亲子阅读；邀约

作家李绵梦开展“作家妈妈讲绘

本”活动；组织家长进课堂，分享

读书故事。通过这些活动，让孩

子以书为友，开阔视野，养成爱阅

读、会阅读的好习惯。

二是赋予劳动新内涵，劳动育

人。在参与服务中自育：学校通过

每天“劳动 10 分钟”、每月参加“劳

动技能比赛”、每学期“担任班级

CEO”、每年参与“红领巾监督岗”、

假期学做美食等活动，关注学生自

我服务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在

实践体验中育美：学校组织学生学

工学农，参与社会公益，打开学生

观察社会的窗口，打破学生与社会

的围墙。在探究制作中创新：学校

开展“植物盆”种植、小课题研究、

自制地球仪、绘制校园植物分布示

意图、一把奇异的尺子等活动，帮

助学生捕捉生活中闪现的灵感，点

燃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火花，发

展创新思维。

三是共建美好大家庭，情怀育

人。我们鼓励教师、学生共同参与

学校建设，倡导大家提供“金点子”

“好创意”，在学校留下属于自己的

独特印记，让学校的每个物件、每个

地方都承载实小人自己的故事。我

们希望师生的作品成为学校最美的

风景和装饰品。学校的每块砖、每

棵树、每幅画都烙上爱的印记，成为

师生美好的记忆。

近年来，学校因势而为，精准

发力，着力开展有意义、有意思、有

温度、有味道的德育活动，成果斐

然：“感动实小”“师德标兵”等教师

标杆群体涌现；能包容、有责任、懂

感恩、肯奉献的实小少年茁长成

长；教育部“和谐校园先进学校”，

省委、省政府“文明校园”“陕西省

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纷至沓来。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实

验小学）

教师教育

精准发力 全面提升德育效果
□闵卫强

渭南 素质教育·校长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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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