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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学校位于集镇，一向人多地

少，因此扩建维修也一直没有停

步。2020年，根据教学需要，在学

校西北角的荒地上建起一间体育

器材室。漂亮的器材室建成后，

其周边堆着建筑垃圾的空地便成

为“鸡肋”。

怎么处理周边空地？参观器

材室的时候，教师展开了交流。

有的说，种上几棵树吧，长成小树

林，将来好乘凉；有的说，树已经

种得不少了，要不干脆硬化，花费

最少，也方便今后打扫与卫生保

持；也有的说，铺些彩砖也行，这

样与整个校园的风格更搭。

校长环视了一下在场人员

后再次征询：“还有没有其他意

见？”一位老师想了想，然后缓缓

说 道 ：“要 不 ，建 成 一 个 微 型 农

场？乡村学校要有乡村学校的

特色，正好将这块难得的空地利

用 起 来 ，组 织 学 生 搞 搞 校 内 种

植，体验一下农作，辨识一些蔬

果花卉，为校园添抹色彩的同时

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校长觉得这个想法更有创意，也

切合当时教育部下发的增强中

小学生劳动教育的要求。

一个月时间过去，总占地面

积 160 平方米的实践基地已初具

雏形，劳动工具房与排水沟、水池

等一应俱全，在不锈钢护栏的环

绕下，里面17块菜畦整齐成行，其

中硬化面积 68 平方米，实际可种

植面积92平方米。相对于学校学

生人数过千，如此微型的种植园

注定要“螺蛳壳里做道场”，但在

种植园具体负责老师的努力推动

下，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小园地

日益发挥出育人大作用。

既然是种植园，自然离不开

种植。种植园每学期轮流由 5 个

班级负责日常管理，在老师的指

导下开展播种施肥、除草捉虫与

收获等农作。3年时间下来，近千

名学生在种植园挥洒过汗水，将

劳动教育落到实处。

为了让种植园走进更多学

生的生活，种植园还着力做好勾

连结合的文章。例如，与学科教

学相结合，围绕种植活动开展语

文作文、数学测量与科学观察实

践活动；与艺术节、科技节相结

合，让种植活动成为摄影、绘画

等项目镜头与画笔下的素材；与

传统节日相结合，如农历三月三

的地菜煮鸡蛋、清明艾蒿粑粑；

根据时令制作当地风味小吃，如

腌萝卜、煮毛豆等。

眼下，种植园走进了沿溪完

小每一个师生的学习与生活，很

多学生多次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

达对种植园的喜爱和期望，还为

种植园设计了标识。种植园公开

征名时大家说，鲁迅先生的童年

有百草园，黑柳彻子（《窗边的小

豆豆》作者）的童年有巴学园，萧

红（《呼兰河传》作者）的童年有

“祖父的园子”。自 2020 年始，沿

溪完小也有了一方校内种植园，

从此沿小学子的童年生活也有了

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字——溪

之圃。

相比硬化或种上几棵树，种

植园的资金投入无疑更大；相比

日常打扫，种植园的料理内容无

疑更多，但如何将劳动教育落到

实处，如何让乡村孩子不忘农作，

如何保持乡村学校的乡村味，建

设一个校内种植园无疑是更佳的

选择。有人说，除草有多种方式，

其中最美的方法是种上鲜花，也

许这也算是一个种花除草的成功

案例吧！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

沿溪镇沿溪完小）

“种植园”里
长出的课程

□ 王辉庆

教育与美好生活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西山路小

学于1921年建校，在学校百年发展历

程中，有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有

的一家有几代人都在这所学校上学；

有的一家几代人都在这所学校任教；

有的毕业于这所学校，在经历了一系

列继续教育后，又回到这所学校任

教；还有的家族中许多人上学工作都

与这所学校颇有渊源……这群特殊

的人有个特定称谓——“西小三代

人”。即使历经百年的发展和变迁，

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毁灭性灾难，学

校目前2156名学生中，“西小三代人”

仍有 686 名，占到学校学生总数的

31.8%；学校 98 名教职工中，“西小三

代人”有 16 名，占到 16.3%；学校管理

层 7人中，“西小三代人”有 2人，占到

28.6%。

无可替代的“我们校长”

谈到西山路小学，几乎所有人

最先想到的是唐兆翎校长。在学校

百年历史中，她任校长时间最长、任

教 时 间 最 长 。 唐 校 长 出 生 于 1916

年，1937 年参加工作，1955 年至 1986

年任西山路小学校长，后又被返聘 3

年，任校长时间长达 34 年，任教时间

有半个世纪之久。唐兆翎出生于广

东珠海唐家湾镇，与一生怀揣实业

救国理想、创办 47 家企业（其中 6 家

为“中国第一”）的中国近代工业化

先驱唐廷枢为族亲。1876 年，唐廷

枢受李鸿章委派来北方勘察筹办开

平煤矿并于 1878 年成功创办。随着

开平煤矿的发展，迫切需要开办学

校、医院等来满足当时职工子女的

教育及就医等问题，于是，西山路小

学于 1921 年诞生了。唐兆翎的父亲

唐仲谦原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工程

师，当年受唐廷枢的引荐调到唐山

机车车辆厂任总工程师，他后来负

责过毛泽东主席所乘坐专列的检修

和维护工作。西山路小学以及唐山

这座城市的建立，与唐廷枢及广东

珠海唐家湾镇的唐家密不可分、渊

源深厚，而唐兆翎就是最早的“西小

三代人”。

唐兆翎一生钟情教育。她终身

未婚，把一生的全部希望、心血、理想

都倾注到了她最爱的孩子身上。据

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姚天顺回忆，

当时唐兆翎每天都是最早来学校，最

晚离开学校，每天都会站在学校门口

迎接全校师生，她能叫出全校每一个

学生的名字，能说出每一个孩子的兴

趣爱好。当看到有的孩子鼻涕流出

来了，她会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绢

帮孩子擦掉；冬天教室冷，她总是最

早来到学校帮孩子生火炉；如果遇

到犯错误的孩子，她总是柔声细

语、不厌其烦地与孩子交流。她

一生专注做好一件事，她没有

家庭、没有子女，在她的心中

只有学校，只有课堂，只有

学生，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

给 了 所 热 爱 和 痴 迷 的 教 育

事业。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唐兆翎

因受伤和年近九旬的老母亲一起被

送到外地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后，她

就千方百计与学校联系，想办法回学

校。很多好心人劝她：“已经是 60 岁

的人了，身体又受了伤，赶快退休算

了！”老母亲也语重心长地劝她：“翎

儿啊，快退休吧！你孤身一人无儿无

女、无依无靠的，还去唐山干什么

呢？伤好出院后咱们一起去北京你

弟弟那儿。”外甥也一再要接她去广

东，但唐兆翎坚定地说：“我哪儿都不

去，地震毁了我们的校园，夺去了我

们许多同志的生命，几百名学生急待

入学，我不能在学校最需要我的时候

一个人在外面躲清闲。”经过再三申

请，唐兆翎在伤病未愈的情况下返回

学校，并迅速带领师生重建校园，在

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仅靠全校师

生员工自己动手，搭建起了12间简易

教室，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

1986 年 9 月，70 岁的唐兆翎在教

育岗位上离休，紧接着又被返聘3年，

被开滦矿务局聘为“西山路小学名誉

校长”。1989 年，73 岁高龄才正式离

开了她一生眷恋的学校和课堂……

在历代西小人心中，唐兆翎不是“唐

校长”，不是“校长”，而是“我们校

长”，是西小历史上永远无可替代的

“我们校长”。她的一生，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

了学校的几次更名和校址变迁，但所

有的困难挫折和狂风暴雨，都丝毫没

有动摇过她执着、专注于教育的决心

和 她 对 学 校 、对 孩 子 热 烈 而 深 沉

的爱。

如果说唐廷枢是唐山这座城市

的奠基人，那么唐兆翎也绝对称得上

是西山路小学的开拓者。1952年秋，

学校被市教育局确定为“重点小学”；

1964 年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高、中、低三组均获得集体总分

第一名的好成绩；1965年参加市球类

竞赛，女篮获区级冠军，乒乓球、足球

男子组均获市冠军；学校每年的升学

率都名列前茅，被定为全市首批小升

初免试学校，毕业生受到各中学的

欢迎。

唐兆翎德高望重、以身作则、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令历代西小人敬

重、敬仰、钦佩和怀念。正是因为

有唐兆翎对西山路小学、对几代

西小人“爱与奉献”的精神引

领，才有了西山路小学的百年基

业长青。

“西小真是太前卫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唐山市少年

宫在西山路小学对面，青年宫与学校

也只有一路之隔。因为这样的地理

位置优势，孩子们能很方便地去少年

宫、青年宫参加一些兴趣班的培训和

学习。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山路小学

上学的“西小三代人”刘小星回忆，那

时下午两节课后，他们就可以去少年

宫参加各种兴趣班，孩子们经常把兴

趣班里所学的无线电等科学知识带

到学校来，与要好的小伙伴一起偷偷

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拿来拆了重

新组装，或者利用零部件组装其他好

玩的东西。这种瞒着大人的初步科

学体验，是刘小星他们那代人觉得最

刺激、最前卫、最时髦的事。而学校

关于科技教育的启蒙也比较早，据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小上学如今在北京

工作的么博说，那时许多学生都没碰

过电脑甚至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他们

就已经开始在学校学习编程了，想想

现在铺天盖地的编程教学广告，越发

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深感西山路小学

真是太前卫……像么博一样，因为在

西小科学、科技、计算机、编程等方面

的启蒙而对科学产生兴趣并进一步

爱上科学，建立梦想、勇于逐梦最终

梦想成真的孩子不计其数……

百年来，西山路小学的科技、体

育、艺术等方面在河北乃至全国都具

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从 20 世纪开

始，连续 10 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科

技辅导员的教师张朝华，到现在的

“70 后”教师马云婷、郭建，“80 后”教

师李京隆、郑芳玲，“90 后”教师王震

等，带领学校在唐山市的学校中首开

机器人课程先河，并获得河北省机器

人大赛十连冠，10年内囊括了所有河

北省科技创新大赛的大奖并 4 次进

入全国比赛。西山路小学是全国学

校体育工作示范学校、连续多年的河

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国家和省

级体育院校、团体输送体育人才无

数。艺术教师冯培是 20 世纪的西小

毕业生，因为从小对艺术的耳濡目染

以及深入骨髓的西小情结，初中毕业

后报考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

任教，她带的学生连续 20 多年蝉联

唐山市艺术节参演节目的一等奖，

2006 年她带领孩子登上央视春晚的

舞台……

热爱的力量有多大，执着的信念

有多强，几代人的坚守有多坚不可摧

和不可估量？一张张奖状，一座座奖

杯，一个个捷报，一批批学生毕业又

涌进，一个个教师从黑发到白头……

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

为心中有梦的孩子筑梦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山路

小学的少先队活动就名声在外，学雷

锋志愿者活动、每周升旗仪式和鼓号

队在当时的开滦、唐山、河北乃至全

国都小有名气，经常接待来自省内外

的参观者和学习者。1991年，学校时

任党支部书记王永琳、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张玉芬还受到了时任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的亲切接见。

时至今日，学雷锋志愿者活动、少先

队、鼓号队等依然是学校的特色品

牌，依然是孩子的最爱，依然在接续、

传承。

王永琳、张玉芬都是学校的“西

小三代人”。王永琳1989年任西山路

小学党支部书记，1998年至2004年任

校长，任书记期间确定了“以美渗德、

以美启智、以美育人”的办学思想，正

是因为她半生以校为家、扎根教育的

榜样引领，她的女儿范勃馨才选择了

师范教育，师范毕业后回到西小任

教，几年后迅速由一名普通青年教师

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了少先队大

队辅导员，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成

为河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她开

设的《家长教练堂》《花季课堂》等课

程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她 10 年时

间组织“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60 余

次，影响带动了周边4万余人；她担任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期间，培养出“全

国优秀少先队员”刘益彰、黄小宇以

及河北省优秀队干部、三好学生等共

计36人。

张玉芬的女儿和外孙女同样就

读于西小，而且是三代的西小讲解

员，对她们来讲，能够代表学校把校

园生活、学校活动讲给其他同学、朋

友或前来参观的嘉宾，是最幸福和自

豪的事儿。张玉芬的女儿董帅上小

学期间，曾是学校电声乐队的电贝司

成员，20世纪90年代曾代表学校参加

了河北省的比赛并获得一等奖，2007

年还登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

台。之后，全国顶尖艺术院校、团体

纷纷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她果断放弃

了所谓更好的前途和更高的收入回

到家乡。如今她是唐山市最年轻的

音协副主席，除了日常工作外，每个

周末她都要去“唐山市银河合唱团”

“唐山市红玫瑰女子合唱团”“唐山大

剧院合唱团”“青少年宫合唱团”等团

体做义务辅导，虽没在西小工作，却

依然在自己的领域传承西小精神，践

行儿时理想。

除了王永琳和张玉芬家族，学校

团队中还有丁玲家族、李昊阳家族、部

子汇家族、甘雨暄家族、刘小星家族

等，都与西小有着百年情缘……时隔

百年，历经一个个家族的几代人，如今

学校的合唱团、舞蹈队、讲解员团队等

依然还在，依然受到孩子的欢迎，依然

给校园生活带来了丰富和精彩，依然

在为一代代心中有梦的孩子筑梦。

“西小三代人”在不同年代体验

了不同时期的西小教育，是西小百年

发展的最好见证人，是西小不同年

代、不同领域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

量，是西小最闪亮的一张名片。虽跨

越百年，但他们的热爱不改，精神不

变，传承不断，坚守依旧；虽年代不

同，但他们精神相通并有着根植于心

的西小情结和情怀；虽角色各异，但

不管是学生、家长、教师还是家人，他

们灵魂共融并始终如一把西小精神、

西小情怀、西小信念、西小行动、西小

理想、西小力量一代一代传递；虽叫

法不一，但不管是“爱与奉献”“全面

加特长”还是“每个孩子都精彩”，以

人为本、尊重生命、正视差异、全心全

意为每个孩子成长助力的核心信仰

始终未曾改变。

回望历史，一张张照片、一份份

温暖、一丝丝牵挂、一次次动容、一股

股热血、一点点感动、一次次握手，这

些珍贵记忆早已成为历代西小人的

精神财富，激励他们前赴后继，追求

卓越。

百年西小的教育故事和三代人

的百年情缘还在持续，西山路小学关

于爱与信念的坚守和传递还要走得

更远……

（作者系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西

山路小学校长）

一所学校的精神文化能延
续多久？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西山路小学给出了答案：100年
甚至永久……

﹃
西
小
三
代
人
﹄
的
百
年
情□

刘
守
莲

寻

访

19781978年六一儿童节年六一儿童节，，时任校长唐兆翎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任校长唐兆翎与孩子们在一起

时任党支部书记王永琳时任党支部书记王永琳（（左三左三））与老师们一起教研与老师们一起教研

西小学生参加机器人比赛西小学生参加机器人比赛

志愿者活动志愿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