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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汨罗市
弼时中学赋

□ 任国军

惟楚有材斯为盛，神奇热土育

雄才；开国元勋任弼时，骆驼精神传

万代；伟人故里春长在，元勋母校百

岁来。

如飞衡山在望，似练湘江相牵；巍

巍隐珠山麓，滔滔白沙河边；百年学府

巍然立，一代伟人名相传。山韫玉而

晖，水怀珠而媚。初为任氏族学，庠序

开蒙，乡帮教化；后乃名更数迭，新学

竞秀，孺子欣然。

可敬哉，弼时中学！巍巍乎人师，

位卑未敢忘忧国，志高方能任大猷。

传骆驼精神，承忧乐情怀；以淡泊明志

兮，因宁静而致远；观古今于须臾兮，

览四海于一瞬。双肩担道义，一心育

英才；因材施教，校短量长；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言传焉，身教焉；道义相砥，

过失相规；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

莘莘兮学子，立志而成学，好学以广

才；求经世大计，思报国良方；不贵尺

之璧，而重寸之阴；诚以处事，诚以待

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头悬梁兮无

怨，锥刺股而不悔；愈挫愈奋愈有成，

再接再厉再创新。

可喜哉，弼时中学！教师成首席，

讲堂变学堂；执大道而化，抱素朴以

教。细品艺术佳酿，畅饮知识琼浆。

引而不发跃如也，锲而不舍合作美。

挥金戈铁马，望大江东去；赏疏梅横

斜，听冷雨残荷；通光电而晓物理，辨

细胞以知生命；领略勾三股四之妙，感

悟沧海桑田之奇。探奇索妙兮，跌宕

而起伏；口吐珠玑兮，笔灿之珪璋。激

活流动之生命，滋润勃发之青春；或激

昂慷慨，或流涕唏嘘，或怡然自乐，或

眉锁思沉。陶陶然哉，享精神之盛宴；

郁郁乎哉，奏生命之乐章。循序以致

精，师逸而功倍；充实之美浩荡，空灵

之光跃动。

可爱哉，弼时中学！篮球场上，截

传抢带，攻防有法，智勇双全，虎虎风

生；乒乓室里，推拉挡削，抽接无尽，左

右逢源，悦目赏心。红地毯中轻盈腾

跃，高低杠上飘逸翻飞；顽强拼搏不输

底气，忍辱负重偏效骆驼。黑格白地，

后冲王走，楚河汉界，马踩炮飞；含笑

手谈迭出妙着，眼观六路力挽狂澜。

启朱唇，吹玉笛，节奏流转，旋律怡人，

若吟若叹，如漾如沦。工笔人物奔放

潇洒，写意花鸟柔姿劲态；凭虚构象吞

日月，墨色淋漓走龙蛇。风吹仙袂飘

飘举，乐动玉姿袅袅飞。

百年学府，万千师生齐仰止，伟人

故里，弼时雕像含深情。杏坛雨润，桃

红李艳；振铎传声，香草芬芳。凭栏观

沧海，清水出芙蓉；鹏程翔万里，奋进

启云帆！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汨罗市弼

时中学）

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人们

纷纷居家自我隔离，喧闹的世界瞬

间归于寂静。但寂静之中，爱国主

义战歌始终高亢激昂，爱国热忱不

断发酵深沉，爱国行动遍地弦歌不

断。这场战“疫”，是一门爱国主义

教育课程，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

教育思想和资源。

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最自然、最

朴素的情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

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

富和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教育

应从娃娃抓起，着眼固本培元、凝心

铸魂，把基本要求和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这场战

“疫”体现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学

校应充分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资源，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以增强广大学生的“四个意识”与“四

个自信”，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

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

成为广大学生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

和自觉行动。

展示战“疫”的伟大成就，深入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上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

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

度统一。”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都

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人民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

领导力量。在中国战“疫”取得伟大

成就，国际疫情日益恶化的事实面

前，我们要以战“疫”成就引导广大学

生“ 深 刻 认 识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倍加珍

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教育部门需要整

理、收集、编写战“疫”中我们党作出

的巨大努力、取得的伟大成绩，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中

国与国际对比中，用战“疫”的生动实

践与伟大成就来教育广大学生。

直面战“疫”的客观实情，深入开

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我们

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的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

人”。客观呈现战“疫”中国内出现的

部分官员抗“疫”不力等不良事件，深

入开展国情教育，帮助广大学生了解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先天优势但仍在完善之中，引导广

大学生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客观呈

现战“疫”中的中国态度，了解疫情中

的国际关系，切实体会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伟大倡议。各级学校在展示战

“疫”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

利用各学科、各专业的特点，分析战

“疫”成就，理解多难兴邦，引导学生

敢于直面风险挑战，在民族复兴的伟

大实践中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挖掘战“疫”中的中国精神，深

入开展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教育。

战“疫”之中，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武

汉，“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快递小

哥、保安小伙、环卫工人、基层社区

工作者、捐菜的平凡菜农、美丽志愿

者、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他们以平

凡而伟大的逆行为武汉抗疫筑起了

铜墙铁壁，“一方有难、八方援助”在

战“疫”中被血泪演绎。这一份爱国

情怀，这一种社会责任，教育部门必

须挖掘，生动展示各行各业人民群

众在战“疫”中的生动实践，唱响人

民赞歌、展现人民风貌，大力弘扬中

国人民在战“疫”中体现的创造精

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

精神，通过榜样的力量引领家国情

怀，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思想觉悟、道

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宣传战“疫”中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精神，深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疫情伊始，中国人民缺乏医疗物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带来了世界

人民的善意。将疫情封于一城，停

工居家，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

牲。因为中国人民深知要为“全球

战疫”争取时间、争取机会。为此，

世卫组织发声感谢中国、感谢中国

人民、感谢武汉。当下，疫情在海外

蔓延，中国没有置身事外，而是慷慨

捐送医疗物资、传授抗疫经验、派专

家和医疗团队出征海外，赢得了世

界人民的赞叹。疫情之下，不分国

籍。教育部门要客观分析我们这次

战“疫”中国际合作的成果与存在的

问题，更要明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

因缺乏国际理解与合作而造成的

“疫情”蔓延问题。引导广大学生以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理念进行文明间的交流

与对话，促进不同文明的融合与进

步，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正视疫情折射的人与自然关系

问题，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是绿色新发展理念的

核心主张。此次疫情再次向我们提

出警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教育部

门要借助此次疫情，引导广大学生思

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讨论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增强学生尊重自然、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作者分别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

战战““疫疫””是生动的爱国教育课是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 胡金木 牛楠森

陕西省蒲城县尧山中学由著名

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于 1934 年创

建。学校秉承杨虎城将军“爱国主

义”精神，以“一首两翼三基六驱”作

为新时期学校发展顶层设计的宏伟

蓝图，提出了“中国梦、将军情、书香

尧园、逐梦少年”的办学目标，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卓越素养、自

信成功、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立德树人，德育工作在传承中创

新发展。学校德育工作以“八大品

德”的养成教育、“五大纪律底线”为

抓手，以具有自身德育品牌特色的

“八个一”系列德育主题教育为核心，

传承坚勇忠诚的“学军文化”：每年带

领新生参观校史室和杨虎城将军纪

念馆；每年组织新生赴漫泉河军事基

地开展军训及国防教育；每年组织高

一、高二学生徒步40华里赴孙镇甘北

杨虎城将军故里及西安杨虎城将军

陵园开展研学教育活动；每年组织学

生观看电影《西安事变》，开展纪念

“双十二事变”主题演讲比赛与知识

竞答等系列活动。

坚持开展实践研学活动。学校

每年暑期组织实验班学生赴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开展“行走的课堂”暑期

研学活动，组织高一、高二学生赴西

安交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研学体

验活动；坚持开展志愿者活动和丰富

多彩的社会实践及调研活动，让学生

把良好的品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增强爱国、坚勇、责任、担当的意识和

品质。

把中华武术精神——陕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红拳”与学军文化有

效结合是尧山中学德育工作的又一

大亮点。作为“红拳传习基地”学校

组织编写了《尧山中学红拳校本教

材》，将“红拳”开发为具有学校特色

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

科创实践，追赶新时代科技发展

潮流。科技创新实践是近年来学校

素质教育提升的又一大亮点。2017

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帮扶下，

学校成立了“创客科技小屋”，由专职

教师组成科技创新团队，指导学校科

技社团活动，开展了如3D打印、汽车

模拟驾驶、机器人、电脑制作、航模等

内容的社团活动。3 年来，学校科技

创新活动成果突出：2017 年，由教师

王宗见指导学生设计的创客作品“简

易跌落式地震仪”参加首届ITIE国际

创客竞赛，从来自世界14个国家和地

区的学校提交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

获“最佳性价比的动手项目”奖，受邀

赴北京、武汉等地参加国际展览。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参加了陕西省

第 18 届、19 届电脑制作活动（创客、

机器人、数字创作类三大项目），获得

各类奖项共计40余项，学校连年被授

予“优秀组织学校”称号。2019 年参

加市第一届航模比赛，获得个人奖项

8 项、团体总分第二，学校被授予“优

秀组织学校”称号。参加“陕西省中

小学生航空创新设计挑战赛”“留空

竞时”项目获一二三等奖各一个。

2019 年 7 月学校科技社团雄鹰队赴

河北保定参加“世界机器人总决赛”，

在“勇者征途”项目斩获全国亚军，获

得陕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绩。

合作竞争，探索新时代育人模

式。课堂教学与素养教育深度融合是

教育改革的亮点和趋势。以此为契

机，尧山中学提出了“学部竞争、班级

挑战、小组对抗”的新教学理念，成立

学科委员会，制定了《尧山中学课堂评

价方案与标准》《尧山中学学部竞争管

理方案》《尧山中学导学案编写意见》

《尧山中学新课堂实施方案》《尧山中

学小组合作与竞争实施方案》等，把竞

争与对抗作为活跃课堂的“新引擎”，

推进新课堂的全面实施。

“小组对抗”作为课堂的主要形

式与灵魂，尧山中学从备课、上课、学

生评价、常检反馈四个环节贯彻推

行。在备课环节，各备课组围绕各自

学科的核心素养精心设计符合学生

实际的导学案，围绕课程重难点设置

问题和分值，确保小组对抗的顺利

开展。

学校重视对学生的科学评价，制

订了《尧山中学学生评价奖励方案》，

把对学生的奖励表彰与课堂活动中

小组成员的互评和自评相结合。在

课堂活动中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

自评和小组互评，并根据学生参与对

抗与合作的表现、积极性、参与度、情

感、态度、能力的变化等，给予每个学

生或小组口头表扬、鼓掌激励、奖励

加分或奖励小红旗等，让学生在展示

才华和能力的过程中体验成功的喜

悦，体验思考的快乐，凝聚集体的智

慧，激发自我潜能，增强学生合作与

竞争意识，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尧山中学

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精诚精致、追

求卓越，为学校的高质量优质发展不

懈努力！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蒲城县尧

山中学）

尧山中学：探索新时代育人模式
□牛立军

渭南 素质教育·校长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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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睿见

晒校赋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

建”）是近期的火热话题，作为“新基

建”重要应用场景，教育领域已经展现

出巨大潜力。日前，中国数字教育领

域的领军企业之一——网龙网络公司

通过合作成立专注5G、AI等技术研用

的智慧教育合资企业，以及参与国家

“新基建”项目建设，不断加码数字教

育“新基建”，激发未来教育的潜能，打

造更有体验性（Engaging）、更有效率

（Efficient）、更有效果（Effective）的“3E

未来教育”新形态。

加速布局数字教
育“新基建”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国家就已经明确了 5G 基

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将作为

“新基建”。后疫情时代，中国全面加

快“新基建”建设进度，全行业也迎来

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2020 年 5 月，网龙携手中国联通、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成立智慧教育合资企业——云启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云启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将聚焦教育行业，以成为教育信息化

头部企业为目标，基于中国联通在5G、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创

新能力，结合网龙在人工智能、VR、

AR、3D 平台、教育信息化相关软硬件

等能力，借助两大专业研究机构在教育

信息化上的实践，通过网络、平台、资本

赋能，构建教育高科技产业集群，助力

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

据介绍，网龙目前正积极参与国

家“新基建”项目建设，已向国家发改

委和工信部申报了“2020 年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宽带网络和5G领域）”

中的“5G+智慧教育”项目。网龙创始

人兼董事长刘德建表示，5G 技术的日

益成熟，正在激活数字经济转型新动

能，为智慧教育夯实产业土壤、开拓发

展空间。网龙将抓住5G发展的机遇，

融合AI、VR、AR，大数据等技术，以数

字教育为引擎，激发未来教育发展潜

能，打造“3E未来教育”新形态，促进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融合激发未
来教育潜能

早在 2019 年 2 月，网龙就尝试运

用 5G 和全息技术进行远程互动教学

演练。当时，网龙将一位身处福州的

特级教师以 1：1 的形象全息投影到武

汉的一间教室，为远在武汉的学生上

了一堂45分钟的物理课。流畅、清晰、

无卡顿仿佛立体电影般的效果，激发

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致。

在今年初“停课不停学”的实践

中，网龙依托旗下教育信息化综合平

台网教通、备授课一体化教学软件101

教育PPT等产品，融合AI、大数据等技

术，提供教学数据分析、制订个性化的

教学方案，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精准衔

接。网龙创始人兼董事长刘德建介

绍，AI 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能够通过

数据搜集和算法，解决在线教育过程

中遇到的痛点，提供更为个性化、智能

化的教学解决方案。

通过自主研发，网龙目前已经构

建起集 101 教育 PPT—AI 助教、101 电

子课本、101 虚拟实验室、教育服务机

器人等为一体的 AI 教育产品矩阵。

2020 年是网龙成立的第 21 年，也是网

龙“AI年”的新起点。网龙创始人兼董

事长刘德建认为，网龙加速布局数字

教育“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5G技术

与AI、VR、AR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其

中，5G和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融合应

用场景将再次得到深化，未来教育的

潜能也将进一步被激活。

网龙推进数字教育“新基建”激发未来教育潜能
□ 王一川

网龙创始人兼董事长刘德建在线上发布会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