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视窗4 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0.7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责任编辑：林静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1

E-mail：xysc4@sina.com

学
校
图
书
馆
不
应
成
为
被
遗
忘
的
角
落

□陆青春

每个中小学一般都

设有校内图书馆，然而综

观现状，图书馆的利用情

况不尽如人意。比如，有

的图书馆开馆时间不长，

学生借书的周期长，手续

复杂，对图书馆内有些什

么书也不是很清楚；有的

学校由于图书管理人员

责任心不强，图书馆甚至

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很多

好书“藏在深闺无人识”。

学校图书馆的教育

功能相当丰富，它在提高

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

个性特长、增强学生信息

意识和信息能力上，有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效

地开发和利用图书馆资

源，充分发挥其教育功

能，是每一个学校管理者

都应重视的问题。

首先，应让学生感觉

到 图 书 馆 是 自 己 的 乐

园。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说过：“一种生机勃勃、稳

定和谐、健康向上的环境

氛围，本身就具有广泛的

教育功能。”图书馆内外

的环境应根据中小学生

的年龄特征布置，使之优

雅、温馨、整洁、舒适，又

不失活泼。

其次，要让学生真正

认识到图书馆是帮助自

己提高学习兴趣，是探求

各种深层知识的基地。

来图书馆阅读的学生其

兴趣、目的、水平均不相

同，为使他们在有限的时

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充

实，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

来说应该密切关注少儿

出版物的动态，及时为学

生提供最新、最优秀的少

儿出版物。与教研组等

有关部门联系，了解他们开展有关素质

教育活动的动向和信息，以便为学生提

供所需的书籍资料。了解少儿读者对

书刊阅读兴趣的转向。对于不同阅读

水平的学生，图书馆工作人员应给予示

范性、定向性、综合性、反馈性的指导；

还应与语文教师共同协调，根据形势发

展的需要，在指导学生阅读、提高阅读

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检索、查阅、搜

集信息的能力；还可以设置学生借阅排

行榜，评出喜欢阅读、善于阅读的学生

榜样。

最后，图书馆还应在服务广度上下

功夫。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充

分挖掘利用馆藏图书，配合各科教学开

展相应的主题活动，使活动更有深度、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根据教学活动在

一个阶段中的重点主题，选好书目，在

校内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演讲比赛、

读书讨论会、读书征文等，提高学生文

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

源，提高自身素养。

小学生自创绘本宣传两会

本报讯（通讯员 范新萍 黄牛春）今年两会期间，长兴

县实验小学学生结合两会提出的热点难点话题，以自创绘本

的形式宣传两会。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关注时事，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该校开展了“聚焦两会”童心行动活动。

结合两会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学生赵纯熙创作了

《甜蜜家园》绘本，反映了田园人家丰富的文化生活。环保是

每届两会高度关注的话题，学生陈睿涵通过调查发现，很多

市民没有将垃圾严格分类，造成环境污染。她创作了《别哭，

地球妈妈》，呼吁不仅要把垃圾严格分类，更要对废弃物品进

行循环利用，让环境变得更美丽。每到春节，鞭炮一响，四面

“霾”伏。学生陈宗岸设计了关于“双禁”的绘本在居住的小

区里展出，向身边的人宣传，不燃放鞭炮，让蓝天更蓝。

两会期间，家庭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生

陈欣语创作的绘本《爸爸妈妈的宝贝》，呼吁家长要放下手

机，高效陪伴孩子。学生王茁则从家乡的传统文化中取材，

创作了《M豆过春节》，反映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义乌一班主任救了
学生一家四口

本报讯（通讯员 龚望平 陈桦涧）3月12日，上午8时

左右，义乌市稠州中学825班的学生小刘并没有准时到校。

班主任金晓珍马上打电话联系学生家长，但父母俩的电话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小刘的父母一向对孩子的学习很重视，怎么会不接学校

老师的电话？这事定有蹊跷。认真负责的金晓珍马上与小

刘熟悉的同班同学陈皓晖一起到小刘家看个究竟。到家后

金晓珍发现，小刘一家四口的状态都有些异常，其中父母亲

的情况较为严重，父亲已处于无意识状态，手脚冰冷。

金晓珍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校领导。该校校

长助理余根辉与政教处主任第一时间赶到学生家中，与医护

人员一起将他们一家四口送往医院抢救。

在医院，学校教师帮忙咨询、挂号、缴费……跑前跑后，

片刻未停歇。经过检查后得知，是因为家中燃气热水器未

关，煤气泄漏，导致一家人都不同程度地一氧化碳中毒。目

前，小刘全家已送至义乌市中心医院高压氧舱接受治疗。

□本报通讯员 盛 伟 吴昊斐

3月9日，外来民工子弟学校衢州

市龙游县北辰小学，迎来了开学典

礼。典礼上，六年级男生田太阳和四

年级女生田欣然向同学们讲述了一个

让他们终生难忘的故事：今年寒假，他

们的班主任王开宇和爱人自驾1400

多公里，前往他们的家乡贵州省铜仁

市德江县泉口镇大土村，进行了一次

大山深处的家访，并和他们一起度过

了新年。

2017年，王开宇从龙游县阳光小

学调到北辰小学任党支部书记。这所

学校共有近500名学生，来自全国10

多个省市、17个民族。王开宇之前很

少接触家庭贫困的学生。到北辰小学

后才发现，外来民工子女的家庭贫困

以及受教育的贫乏程度超出她的想

象。于是，一个念头在王开宇心中萌

发，寒假她和同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丈

夫一起，追随学生回乡的足迹，去学生

家实地走访，了解他们在大山里的成

长环境，走近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寒假前一个月，王开宇在和田太

阳的一次聊天中得知，今年他们一家

四口都要回老家过年。于是，王开宇

在征得田太阳妈妈同意后，决定去家

访。虽然平时也经常和学生们的家长

保持联系，但真正走进他们大山深处

的家时，王开宇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

偏远山区在经济、生活、交通以及教育

上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更感叹，对于

这些学生，学校和教师们要做的还有

很多。

王开宇夫妻俩的这次家访从腊月

二十八开始，到正月初二结束，长达5天

4夜。为了与学生零距离接触，王开宇

夫妇就住在田太阳的家中。田太阳家

所在的大土村是一个位于高海拔的小

山村，生活条件落后。抵达当天，夫妇

俩搬出带来的一大箱学习、生活用品，

让田太阳、田欣然一起分发给村里的孩

子和老人们。第二天趁着孩子们去给

村里的同龄人分发礼物，王开宇跟着田

太阳妈妈拜访了村里的几位老人。

接下来的3天里，王开宇夫妇俩

跟着田太阳一家准备过年礼物，跟着

他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其他寨子里拜

年。家访中，王开宇夫妇发现，“田太

阳一家有些特别”。他的父母虽因没

有专业技术收入不高，却始终把两个

孩子都带在身边，不让他们成为家乡

的留守儿童。而且他们曾经为了孩子

能更好地上学，放弃了多地的工作机

会，宁愿工资略低一点，选择了北辰小

学，并留在了龙游经济开发区。这趟

家访，王开宇还发现，这些山区的家长

中，像田太阳父母那样宁愿攒不了多

少钱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的家长少之

又少。“走了这一趟之后，才能感受到

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的家长们，有多

不容易。”王开宇感叹道。

“我们不仅仅担负着对孩子的教

育责任，还担负对大山深处家长的思

想观念、家庭教育方式方法转变的重

任。因为有很多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只

停留在长大后能留在东部地区打工。

接下去，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种活动，促

进老师深入了解学生，以便从孩子和

家庭的角度出发审视和反思我们的教

育。”王开宇说，这次家访只是第一次，

以后每个假期她都打算去。

“‘疆有界，爱无限’是北辰小学的

校训。学生跟着父母从老家千里迢迢

来到龙游，我们也竭力让学校成为他

们的‘新家’。”校长祝金雄说，但除了

让学生在“新家”安心学习外，学校还

告诉学生们要不忘“回家的路”。去年

和今年，学校都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

别的寒假作业——“回家的路”活动，

要求学生用各种方式记录自己回家乡

过春节的经历。

“以后，我们会发动学校老师，进

一步走近学生，也许也可以跟王老师

一样，利用假期到学生家里走一走，更

加了解学生，才能给学生更好的爱。”

祝金雄说。

□本报记者 林静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是实现中国梦的源头活水。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各路媒体再度聚焦中小学

校如何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部长通

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此回应说，

传统文化应覆盖教育的各个学段，贯穿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要把这项工

作看成是中国人打底色的工程。

学校是育人的主阵地，近年来我

省中小学校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学生成长路上的必修课。开学第一

周，记者采访了我省的一些专家和校

长，发现如今许多学校已不满足于仅

仅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简单地

参观非遗实践基地或走访民间老艺人

了，而是引导师生以创作文学、音乐和

美术作品的形式来传承传统文化，从

过去的单纯“看客”转为投入和参与创

作的“创客”。

各类作品都接地气
相对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传

统文化更显古老韵味和乡土气息。中

小学校师生脑洞大开，近年来他们尝

试创作的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学、

音乐和美术作品相继出炉。长期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杭州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叶志衡

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特色。学校可

以组织师生通过寻访、记录当地的民

风民俗、文化古迹和非遗特色来创作

作品。这样，作品才会接地气，才能更

好地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湖州市飞英小学附近有座飞英塔，

该塔为地方文化遗产，它的奇妙之处在

于塔中有塔。飞英小学组织师生深入

当地实际，挖掘地方特色，创作作品。

“飞英历史知多少，唐朝就有人来建，北

宋修成塔里塔，悠久，悠久。”数学教师

何庆华创作的曲艺作品三句半《神奇飞

英塔》，融历史古迹和艺术为一体，深受

学生欢迎。何庆华说：“网上虽然有对

飞英塔的介绍，但有关该塔的歌曲几乎

没有，我就创作了三句半。这种形象的

方式，能让更多学生了解有关飞英塔的

历史，记住家乡文化。”

当然，简单地描述传统文化，不是

师生们创作的初衷。把作品与民族精

神融合起来，增强师生对祖国和家乡

的热爱，增强文化自信，才是学校开展

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对于这一点，

不少学校有共同的认识。

“裁开的布襟线条，撕破了寂寞笼

罩。镜片后视线黯淡昏花，也不能让

尺寸走了模样。”这是舟山南海实验学

校初中部语文教师范俊杰基于中国传

统裁剪方式创作的歌曲《裁》。多年

来，舟山有很多老裁缝在设计服装中，

融入当地渔民画的元素。他们设计的

服饰体现了浓郁的海洋文化，深受青

睐。“歌曲以一位居住在小县城中的老

裁缝一生故事为主要内容，来展现匠

人的初心和坚持传统手艺的坚韧精

神。”范俊杰说，这首歌曲在去年“声动

舟山”全民原创音乐大赛中还获得了

一等奖。早在2015年，有音乐特长的

范俊杰就开设了歌词创作与欣赏的拓

展性课程。他同时鼓励学生创作有关

传统文化的歌曲。几年来，学生创作

了《落花》《玉阁吟》等充满正能量、中

国风的歌曲，并在校园中传唱。

龙泉青瓷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它的烧制过程比较复杂。很多

工匠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走

向成功。“一边创作，一边学习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让学生受用一

生。”龙泉小梅镇中心小学校长曹龙根

说，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基

于这一指导思想。该校地处青瓷的发

源地，校内也有古窑遗址。借助该特

色，学校的泥娃娃陶吧每天放学后向

学生开放。在工匠精神的激励下，学

生们动手创作设计了鱼、花瓶等各式

各样的青瓷作品。现在，该校学生多

次受邀在各类活动中展示制作青瓷的

技艺。

让作品走出家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

产。采访中记者发现，随着我省各中

小学师生创作的传统文化作品不断涌

现，许多学校不仅仅局限在组织师生

创作这一层面上，而是当起了传播传

统文化的使者，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使

传统文化得以弘扬。

“前不久，高三学生李辰玺花了近

3年写出的《皤滩别传——传承守正话

‘商’愁》正式出版。该书用23万字记

录下当地历史古镇皤滩的传统风貌，

还原民俗风情，再现皤滩被尘封的千

年历史。”仙居中学校长郭连清说，从

2015年开始，学校打造“和雅人文”特

色课程群，鼓励教师和学生自己组建

社团，开发选修课。同时也鼓励他们

创作文学作品。“这其中，李辰玺就带

领同学们组成了古韵文史社团。他们

经常走访当地老人，并开展实地考

察。最让她惊喜的是，他们寻找到多

处此前从未被发现的古迹。”李辰玺把

这些所见所闻写入书中，让更多的人

了解皤滩历史。

粉塑是以手工捏塑的一种民间手

工艺，是海宁当地的非遗。为弘扬这

项非遗工艺，海宁市行知小学去年建

成了粉塑馆。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

飞、可爱的机器猫……粉塑馆里既有

介绍粉塑的历史，也有学生自主设计

的历史人物、卡通形象的粉塑作品。

“我们的学生基本都是新居民子女，来

自全国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学习粉

塑，一方面弘扬了当地文化，另一方面

让他们尽快融入新故乡。”校长邹洪流

说，这几年，他们还多次带着学生的作

品前往贵州送给结对的学校，让更多

的人知道粉塑。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要走出

校门、家门，在国内弘扬，更要面向国

际传播。近年来，我省很多中小学借

助“千校结好”等渠道，使京剧脸谱、越

剧唱腔、国画书法等国粹得以广泛传

播。眼下，正致力于甬剧教学的宁波

外国语学校，上周与波兰的一所姊妹

学校开展了文化交流。每个地方都有

自己的特色戏剧，宁波的甬剧也与众

不同。为展示甬剧特色，音乐教师张

研指导初二学生陈姿伶表演甬剧《田

螺姑娘》选段时，创新了戏剧的表现形

式，把它与民族舞特色相结合，更具宁

波风味。交流时，赢得了波兰学校师

生的点赞。

弘扬传统文化：从“看客”走向“创客”

视点第

实话 实说.

一次跨越1400多公里的家访

日前，湖州市德清县逸夫小学和德清县实验学校联合开
展了“寻绿水青山”活动。40多名学生走进莫干山镇仙潭村，
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乡村带来的巨
大变化。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李 杰 摄）

废弃物品循环利用
3月12日，宁波市四眼碶小学的师生正在动手制作绿色“盆”栽，盆子来源于孩子们收集来

的雨鞋、手提袋、轮胎等各种废弃物品。 （本报通讯员 陈亚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