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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在短短一周的体验中，我明白了

劳动的重要性，也知道了食堂阿姨们

工作的辛苦。当家，真不是件容易的

事啊！”说这句话的，是瑞安市安阳实

验小学四（4）班学生周晓依。她和几

名同学刚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小鬼

当家”志愿者活动。

本学期，安阳实验小学推出了“小

鬼当家”食堂志愿者活动，以增加学生

的劳动体验。“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娇生惯养的，缺少生活常识，劳

动能力普遍较差。”该校分管后勤的副

校长张碎莲告诉记者，学校一直致力

于拓宽学生劳动教育的渠道，“此前的

劳动教育，一般由德育处联系校外实

践基地，往往一学期学生才能体验一

次，学校建立校内劳动基地，是为了给

予学生长期体验的机会。”

几经研究，该校把目光瞄准了学

校食堂。于是在本学期开学的第一

周，学校成立了“小鬼当家”志愿者项

目，并出台了活动方案，还设立了专门

的“小鬼当家”工作室，设计了LOGO、

服装、评价证书，制定了各项工作制

度，并结合德育处星级少年评比，在

四、五年级共16个班级每班推选出16

名志愿者。

第二周，张碎莲对256名志愿者进

行了岗前培训。第一、二天志愿者跟

着食堂阿姨学习打菜，第三天开始独

立打菜，正式上岗。“刚开始打菜的时

候，学生手忙脚乱，有把菜打到盆外

的，也有分菜不均匀起争执的，闹出不

少笑话，可是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张

碎莲笑着说，“如今学生们的打菜手法

丝毫不逊于食堂阿姨呢。”

一学期下来，学校四、五年级每个

班级的志愿者都进行了“小鬼当家”体

验。此项活动得到了学生、家长、教师

的一致好评。“‘小鬼们’当家后，对厨房

职工付诸的辛苦感同身受，不仅爱上了

劳动，也多了一份体谅之心，平时那些

挑食、抱怨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善。”校

长潘权威说，很多学生在劳动中懂得了

感恩，回家后也会主动做家务。

“小鬼当家”活动推出以来，学生

的参与热情不断提高，不少一开始没

被选上当志愿者的学生纷纷向张碎莲

毛遂自荐。学校也就顺势推出了考查

机制：在每个班级一周工作结束后，根

据学生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按时到

岗情况、同伴互助等方面开展评选，通

过自评、互评、食堂员工评的方式，评

选出“大当家”和“小当家”。获选“大

当家”的学生下学期可直接入选志愿

者队伍，并在下学期开学时获得校长

亲自颁发的荣誉证书。

此外，学校决定把这项活动与德

育课程相结合，尝试在学校“五好”（好

品行、好学力、好身心、好气质、好生活）

课程体系下推出以食堂为依托的劳动

课程。等新学期来临时，“小鬼当家”将

成为一个全新的系列活动：一、二年级

在教室用餐，学生参加分餐服务；三、四

年级学生进食堂继续打菜服务；五、六

年级学生则在食堂里开展“一条龙”服

务，即洗菜、切菜、端菜、打菜、洗碗全面

上手，每学期还要安排两个半天参加义

务劳动。志愿者范围也将从现在的四、

五年级学生扩展到全校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昊斐 范
少杰）“真的好累啊！一天下来就觉

得很疲累了，真不知道班主任们是

怎么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的！”7月4

日，回想起几天前体验了班主任一

天的工作，衢州第二中学高二（13）

班学生陈星亦感慨万千。

学生体验班主任工作是该校最

近举办的班主任节活动之一。从6：15

到22：30，陈星亦和其他34名同学一

起按照班主任的工作流程代理了一

天班主任工作。任务包括到寝室门

口迎接学生、陪伴学生晨跑、早餐后

查看晨读情况、中午查寝、安排班级

事务、检查晚读、检查晚自习课堂纪

律、晚就寝查寝等。

与此同时，校园里的一场“夸夸

我们的班主任”海报汇展成为一道

新风景。50多张海报上有各位班主

任的大头贴，还收录了班主任的经

典语录和学生的评价：“名侦探阿

辉，他的气质里藏着他走过的路和

读过的书”“鸡汤少女阿拉蕾”……

风格各异的海报里藏着学生对班主

任满满的爱意。

学校还拍摄了一部反映班主任

生活的视频《我们不一样》，举办了

班主任素养论坛、班主任拓展活动，

并为班主任们树立起一面荣誉墙，

给不同教龄的班主任颁发奖项。从

今年开始，衢州二中将每3年举办一

次班主任节。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几天前，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

学六年级的272名学生迎来了一

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当天，他们把

全校毕业生的272张笑脸照片拼

成“正气、灵气、儒气”六字校训致

敬母校；他们同时也收获了母校的

礼物：每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

面装的正是校园的泥土。“明年校

园就要搬迁了，装一点这里的泥土

给毕业生留作纪念。”副校长李秀

蕾说，“毕业季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的。意义在于一是铭记，二是感

恩，三是祝福。我觉得可以少一些

花里胡哨的形式，多一点入情入心

的仪式。”

凤凰花开，又到了一届学生毕

业离校的时候。每到这时，学校和

学生间总会涌现出很多温馨而感

人的小细节，其中既有学生对学校

的感恩，也有学校对学生的祝福。

我省不少学校，都会把毕业季开展

的活动作为学生在校的德育“最后

一课”，而这一课，没有教材也没有

作业，更像是学生和母校用心互赠

的一份大礼。

学生：不忘师恩以行动回馈母校
在杭州长江实验小学，六（3）

班的35名学生每人出了一本书，

集合成《毕业文集》送给了语文教

师黄剑磊，作为临别礼物。文集收

录的是学生们从各自习作中挑选

出来的优秀作文，每一本都写有自

序，目录章节也编排得井井有条。

黄剑磊感慨道：“孩子们的想法很

奇妙，有文艺版、童话版还有影视

版，很有意思。别看每人只有薄薄

一册，但反映的不仅是他们的作文

水平，还有耐心和创造力。从主题

风格选择到内页排版，都是他们自

己敲定的；而部分有心的孩子，还

特地制作了好几本，赠送给同学和

其他学科的老师作纪念。”

都说努力学习是回报母校最

好的礼物，因此像杭州长江实验小

学学生一样，选择把自己的学习成

果做个总结献给学校和教师的毕

业生不在少数，大家采取的方式各

不相同，在学科成果展示之外，还

有展示书法、绘画、歌舞的。据了

解，还有一种向母校赠送礼物的方

式，也受到了不少毕业生的欢迎，

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巧手劳动，为母

校的校园环境增光添彩。

衢州市新星小学六年级学生

开展了“扮靓校园，我为校园添一

景”活动。新星小学本届共有12

个班级的学生毕业。学生们集思

广益，动手动脑，有的用手绘方式

将废旧轮胎设计成一个个动物造

型，有的用瓶子、水管做成一棵心

愿树，还有的用木桩围成一个小花

坛种上可爱的多肉植物……校园

里一下子多了许多风景。江山市

城南小学的毕业生则纷纷变身成

“小小粉刷匠”，在专业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深入校园各个角落将墙壁

粉刷一新。“母校的每一处都让我

感到亲切而又熟悉。”学生吴佳恒

说，“看到图书角原本已经‘伤痕累

累’的墙壁被我们刷得雪亮，我的

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了学弟学妹看

到图书角焕然一新时的开心劲

儿！以后回母校，我一定要来看看

我曾刷过的墙。”校长姜雄伟对于

毕业生的这次行动毫不吝啬地给

予点赞：“这不仅是毕业生对于母

校的一次感恩回馈，还是送给母校

和学弟学妹们的特殊纪念礼，在潜

移默化中传递着感恩和珍惜的美

好情怀。”

学校：收藏记忆装满祝福的行囊
“哈哈，这不是一年级刚刚入

学的我们吗？挺萌的嘛！”“快看

快看，这是三年级春游那天，我们

亲手做了好吃的年糕呢。”宁波市

范桂馥小学毕业生徐宁馨和小伙

伴陈鱼落一拿到学校准备的毕业

纪念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边看

边兴奋地讨论起来。纪念册里不

仅有校长寄语和学生集体照，还

有很多学生6年来参加班级和学

校各类活动的照片，这给了他们

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班主任

居然珍藏了这么多照片！”徐宁馨

感叹。该校602班班主任林映红

说：“我们在制作这本纪念册的过

程中，一直在寻找6年间孩子们

成长的足迹。这份礼物我们自己

也会珍藏。”

与此同时，一部由岱山县衢山

镇敬业小学策划并出品的2018年

毕业季主题MV《当我唱起这首

歌》在该校微信公众号上线，引起

了众多学生和家长的关注。这支

MV是由该校教师填词改编、校园

启明星电视台自编自导自制而成

的，歌词里传递出毕业生对小学生

活的眷恋和对青春的理解。电视

台负责人岑欣表示，今年的毕业季

MV从筹备、录音、拍摄再到制作，

历时近两个月，辗转多地取景，经

过反复的调整和修改，终于诞生。

“这支MV是母校送给毕业生的礼

物和记忆，不仅展现了真实、动情

的校园生活，也饱含着学校对毕业

学子的美好祝福与期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几乎每一

所学校都精心地给毕业生准备了

毕业礼物。它们中，有些是装满沉

甸甸记忆的实物礼，有些则是饱含

母校育人理念的精神礼。

“生活中，有些习惯常常是致

命的。有时候我们失败了，甚至败

得一塌糊涂，不是败给了谁，而是

败给了我们某种习惯的思维方式

或者性格中的某种习惯倾向。”嘉

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中心小学校长

王慧松走上学校报告厅的讲台，为

毕业班学生上了小学阶段最后一

堂人生哲理课，与学生畅谈人生大

智慧。王慧松讲述了威廉·爱德

华·波音成功研制双座双浮筒水上

飞机和创办波音公司的故事，让学

生明白了“找准一个方向坚持下

去，人生会有好风景”的道理。“在

学生毕业时，再上一堂人生哲理

课，也许不能让他们一下子成长起

来或变得成熟，但希望他们明白，

每一个人在成长、奋斗中都会遇到

各种困难、挫折和失败，不同的心

态和思维是成功者与普通人的区

别。”王慧松说，但愿学生踏出校园

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和失

败，都能够从容应对。

毕业礼，母校的“最后一课”

食堂新帮手 “小鬼”来当家

本报讯（通讯员 唐旭昱）40名学生，40首小诗，每一首都

是“独家定制”，寥寥几行却趣味盎然。期末，金华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语文教师林梅娇给班上的每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

期末评语。和很多“四平八稳”的点评套路不同，林梅娇的评语

显得“特别文艺”，因为每一份评语都是一首诗词，诗里面融入

了学生的名字。

林梅娇的点评诗句并非随性而为，而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

点写就的。她用婉转的语言指出缺点，抓住个性鼓励学生。比

如“深藏凌云志，胸怀若谷谦。得闲即阅览，书香满华轩。行文

有灵气，自成一家言。做事若快速，定会不等闲！”这是给学生

凌若轩的评语，在林梅娇眼中，他谦和有灵气，特别爱阅读但是

动作比较慢，所以希望他以后做事能更快速。而学生蒋雨琪收

到的评语是：“雨晴风暖烟淡然，琪树芊芊玉蕊娇。聪明伶俐反

应快，心思玲珑口亦巧。若是从此不挑食，身体学习两相好。

若将才智聚学业，与众不同自佼佼。”林梅娇表示，蒋雨琪是个

聪明漂亮的小姑娘，梦想是当一名演员，需要改正的缺点是有

些挑食。

“这是我第一次用诗的形式给孩子们写评语。”教龄15年的

林梅娇现在是该校四（1）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班里的每名

学生她都非常了解，这40首小诗文花了两周时间来完成。

诗意评语激励学生

舟山市定海第一中学为2018级新生准备了
多款“暑期套餐”，内容包括微视频制作、快乐飞
镖、篆刻、无人机航拍等，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图
为教师正在教学生篆刻。

（本报通讯员 乐佳泉 陈瑶波 摄）

杭州市萧山信息港小学日前组织学生开
展“童心共访‘杭州工匠’”活动，通过实地探
访，让学生切身感受勤恳务实的工匠精神。图
为学生与“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杭萧钢构股份
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师刘克敏在交流。

（本报通讯员 陈剑东 摄）

视点第

童心共访童心共访““杭州工匠杭州工匠””

衢州二中举办首届班主任节

□罗树庚

宪法作为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

最高行为准则，小学生应该掌握到什么程

度，哪些是必须应知应会的；中学生应该

掌握到什么程度，哪些是必须应知应会

的，作为学校都应该明确化。要根据中小

学生的认知水平，将宪法有关知识和条款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和可接纳的呈现方式

推送给他们，让他们从小就认识了解，并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的升高逐步提高认

识，对宪法的学习和认知有一个螺旋上升

的过程。

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多思考如何将宪法

具体化，并把它分解成几个学段的不同层

级要求；要多思考如何采用中小学生喜欢

的方式，把宪法内容呈现在他们面前。譬

如，我们可以根据小学生喜欢看图画书、看

动漫的特点，把宪法绘制成孩子们喜欢的

绘本、卡通读本，供小学生学习；可以将宪

法的内容制作成动画片、形式活泼的公益

广告等视听材料，在电视、网络上播放；也

可以用现在流行的“一图读懂式”非连续性

文本和思维导图形式，直观呈现等。

在我看来，在中小学校开展宪法教育

活动，还可以把学宪法和争做合格公民结

合起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学宪

法与争做合格公民相结合，既是“知行合

一”，更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学习宪法教育活动，就

应该创设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争做合格公民实践活动，在实践中

“化知为行”。把学宪法与争做合格公民

相结合也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具体体现。

宪法很重要，但如果采取强行规定，

让中小学生死记硬背条款，显然不合适。

我们应该将宪法有关知识融汇到学科教

学中，在课程中落实，而不是一阵风似的学习教育。翻

开经教育部审定新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

治》，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在这方面国家已经有意识

地让编写专家融入相关内容了。就拿小学二年级的

《道德与法治》教材来说，已经将宪法中规定的“国旗、

国歌、国徽、首都”等内容编入其中。如果，教材编写者

能在后续的小学三至六年级以及初高中教材中更大篇

幅地融入宪法内容，甚至可以把“依法治国”“依宪治

国”等内容单列出来，把宪法教育独立成为一个单元，

那么，在中小学生中开

展“知宪法、学宪法、懂

宪法、用宪法”教育就

能真正落到实处。

中
小
学
宪
法
教
育
要
具
体
化
、课
程
化

实话 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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