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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静远

“80年前，南方有12支红军游击

队在开化县华埠镇集结组编为新四军

的3个支队。开化各界抗日后援会在

我们学校旧址江西会馆举行欢迎大

会。当时，陈毅元帅就在此作《国共合

作，团结抗日》演讲。”暑假期间，华埠

镇中心小学的42名学生讲解员，走进

当地新四军集结组编旧址陈列馆，为

游客介绍起这段和学校有关的革命历

史。这些小小讲解员对开化的红色历

史耳熟能详，娓娓道来，这得益于学校

多年来开展的红色革命教育。

同样，刚一放假，武义实验小学就

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开展了“重走红

军路，不忘初心”活动。学生们走进当地

前湾村革命根据地，穿上红军服，重走红

军路，体验了一回小红军的艰辛。

去年，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对红色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即利用多种形式和载体，发挥本土

资源优势，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革命

史、中国共产党史，继承革命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作为有着多处红色教育资

源的浙江省，推进红色育人，各中小学

校一直行走在探索和实践的路上。

还原历史挖掘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具有地域性特征，既包

含了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遗存，更包

含了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嘉兴是

“红船精神”起源地，该市秀洲区王江

泾镇中心小学积极开展“红船精神”教

育，今年2月成立了红船少科院，目前

共有30多名学生。该校副校长吴娅

姣说：“少科院以‘红船精神’首创、奋

斗、奉献为重点，以红船文化学习院、

红船创客探究院、红船研学实践院为

载体，让‘红船精神’走进学生心中。”

学校在红船广播中设立了红船知识板

块，每个班级也建立了红船文化知识

角。学生在创客探究院里，通过打印

南湖船、烟雨楼等模型，了解党史国

情，以及其中蕴涵的故事。他们又通

过走读校史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实

践研究，了解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这

几年，学校还通过“我为红船来护航”

“继承红船志，献礼十九大”等一系列

活动，让学生感受“红船精神”。

我省一些学校的办学历史也与红

色资源有关，其中大多以参与抗战故

事为多。对此，学校也深入挖掘，组织

各种活动，教育学生铭记历史。

在衢州第一中学校史博物馆里，每

天都滚动播出由学生自拍的反映抗战

时期该校师生走向街头宣传革命的微

电影。抗战期间，衢州一中为躲避日军

轰炸，将课堂转移。那段时期，衢中师

生走出课堂，编写抗日歌曲、话剧开展

宣传活动。博物馆里，还有介绍衢州地

区第一个学生地下党支部当年的活动

情况。校党委书记方美花说：“接下去

学校将积极打造党史、校史、师生成长

史的党建工作品牌，在激发学生爱国情

怀的同时，也引领他们健康成长。”

慈溪观海卫镇卫山学校在抗战中

曾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该校师生

在做好自救的同时，还利用校舍保护当

地受困群众。如今，那两间校舍仍被保

存，已成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生多为新居民子

女。每逢入队、入团仪式，他们都会在

此开展纪念活动，讲述当年的感人故

事，在孩子心中播下革命精神的种子。

感悟先烈精神营造校园正能量
学校所在地或校内还有许多革命

先辈事迹，同样是对学生开展红色教

育、营造校园正能量的好素材。

中国第一位翻译《共产党宣言》的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教育学家、语言学

家，也是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的校

友。他曾为翻译忘我工作，以至于吃

粽子时把墨汁当成红糖蘸。“陈望道对

于学生来说遥远又高大，因而要通过

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去进一步了解和

感知。”该校二年级班主任蔡玉乔对记

者说，为了让学生走近陈望道，了解陈

望道，她开发了“追忆红色义乌”综合

实践课程，带领学生寻访陈望道故居，

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学习他的精神。

她还把学生的寻访经历，编写成了一

本小册子《闪闪红色之旅》。

宁海县柔石中学则开发了有关革

命先辈事迹的校本教材，让学生从多

个角度领悟革命先辈精神。柔石是作

家、“左联五烈士”之一，也是该校校

友。《走进柔石》《柔石作品欣赏》《柔石

作品研究》是学校开发的校本教材。

每当高一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带领

学生观看柔石生平纪录片，放映柔石

代表作《早春二月》。“为了让学生进一

步了解柔石追求进步、敢于担当、乐于

奉献等的可贵品质，学校在带领学生

泛读柔石作品的基础上，还进行了专

项研究。”校长潘建成说。这几年，学

校又把以柔石为代表的校史人物编成

校本教材《宁海历史人物评说》，让柔

石等校友精神入脑入心。

传承革命先辈精神，更离不开亲身

体验活动。在长兴县煤山镇槐坎中心

小学，为了让铁军精神伴随学生成长，

校园里设立了“学军池”“行军路”“将军

岭”“军旅园”，充满了浓厚的铁军文

化。槐坎这片土地曾是粟裕大将战斗

过的地方，这几年学校一直致力于培养

具有军人精神和军人品质的学生。

2015年在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70周

年之际，槐坎小学成立了少年军校，国

防教育也成了他们的品牌项目。学校

设计了粟裕大将展厅，邀请粟裕的儿子

讲述粟裕当年在长兴的作战史。他们

还开发了国防知识教育课，邀请驻地军

队为学生开展军事训练。同时依托铁

军少年宫平台，开展了挑战吉尼斯等活

动，让学生体会军人不怕困难，团结协

作的精神。

挖掘本土资源 推进红色育人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倩）近日，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生在校园的墙体

上描绘了多幅大型美术作品，吸引

了师生驻足欣赏，这是该校组织学

生自主设计校园环境的缩影。

据了解，作为省艺术特色学校，

近年来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自主设计

校园环境。近期，高一、高二艺术

班学生完成了墙绘作品。内容包括

西方“印象派”经典油画临摹、书法

创作、国画创作。自2014年起，学

校每年都要开展艺术墙绘大赛，提

升学生绘画水平。此外，丽水二中

的每一面墙、每一个橱窗、每一处

空间都成为学生展示艺术特长的平

台，比如，该校的班级和学校文化

长廊从主题确立到创意设计的全过

程，都由学生自主完成。

□谌 涛

每学期结束，许多

学校都会让学生对教师

进行测评，测评结果作

为教师考核的依据之

一，这种方法一直以来

倍受争议。在现实操作

中，一些学校在教师考

核评价中过分看重学生

评教的结果，并把它与

教师评优、评职称、绩效

等利益挂钩的做法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不

良倾向，并影响到校园

的纯净与和谐。

学生是教师教育

活动服务的对象，对于

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

水平、教学方式，学生

是直接的感受者，理应

最有发言权。因此，学

生评教是“以生为本”

理念的客观要求。

而学生评教这一

措施能否取得积极的

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学校和教师本人对

学 生 评 教 结 果 的 运

用。笔者建议，在教师

管理中可以提出满意

率的底线标准，这个标

准是绝大多数的教师

都能达到的，高于这个

标准的可视为合格；低

于这个标准的，则应在

确认数据真实性之后，

从学校管理层面帮助

教师分析原因，寻找改

进措施。学生评教结

果应仅成为学校教学

管理的参考依据，教师

达到合格标准，就不应

对教师考核产生影响，

学生评教数据也不宜

大范围公开。

在教师层面，学生

评 教 是 教 师 的 一 面

“镜子”。学生评教的

结果是对教师教学水

平、教学方式、教学态度的一种反

映。遇到学生测评满意度低时，教

师应该对照学生评教的结果，反思

自己，发现问题，进而改进教育教学

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如果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满

意度”而一味去迎合学生，对于学

生的不良行为不敢批评教育，甚至

“讨好”学生，学生评教就会成为制

约教师发展的一根“绳子”，在它的

束缚下教师该做的不做，想做的不

敢做，最终制约学生和教师个人的

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也不应该被学生

评教的结果所左右，而应当以一种平

常的心态来对待学生的评教行为。

学生的感恩是教师教育的收获，学生

的疏离也绝不会和教师毫无瓜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上没有无

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即使是认识水平有限的学生，也不会

脱离这个规律。

学生评教理应是教师的一面“镜

子”，而不是一根“绳子”，只有合理利

用，才能实现教学相长。

学
生
评
教
，是
﹃
镜
子
﹄
，不
是
﹃
绳
子
﹄

□本报通讯员 吴震宁 施吉章

放假了，地处农村的慈溪市天元初
级中学10多名学生却不得闲。这两天，

他们正在航模“冠军教头”孙能畅的指导

下，聚精会神设计着各种各样的航模作

品，准备参加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

赛。孙能畅说：“前不久，这些学生在宁

波市青少年车辆模型锦标赛中，仅一等

奖就拿了5个。这一次，我们将向全国一

等奖冲刺。我们准备把帆船模型上的2

片帆升级为3片，虽然难度较大，但取胜

的可能性也大。”

天元初中是省示范初中和宁波市科

技教育示范学校。这些年学生参加省级

和宁波市级的比赛，每届都能获得相当不

错的成绩。仅宁波市青少年车辆模型锦

标赛中就有200多人次获奖。2012年的

省青少年航空航天锦标赛中，学校获得了

两项团体第二名，单项获两金一银两铜的

好成绩；还培养了7位国家级运动员。这

几年，航模教育也已经成为慈溪市精品课

程。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

物，学校的航模指导教师孙能畅。

孙能畅毕业于机械自动化专业，在

天元初中已有16年的教龄。目前，他是

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会员，曾获得第

十四届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优

秀辅导员、慈溪市优秀教师等众多荣誉。

“在我看来，工匠精神是耐得住寂

寞，精益求精的精神，学生要在航模制作

和比赛中获得佳绩，少不了这种精神。”

多年的执教生涯，孙能畅一直注重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神。2016年全国青少年航

海模型锦标赛仿真（瓶型）项目中，初二学

生黄云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仿制出电影

《加勒比海盗》中的瓶中船。凭借精细的

做工，他因此获得了青年组级别的冠军。

在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同时，孙能

畅也十分注重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火

箭上的降落伞如何快速打开，留空时间

又较长？孙能畅带领学生在制作“天鹰

一号”火箭时，用既轻又薄的桌布制作了

降落伞，延长了留空时间。有一年，学生

在参加省级纸飞机比赛时，他们打破传

统思维，用特殊的方法进行机体加固，成

为飞行距离最远、滞空时间最长的飞机。

除了培养学生，孙能畅自己也参加

了航模世界杯比赛，并获得亚军。当时，

他历时一年制作了作品“中国沙船”模

型。为了制作这艘“沙船”，孙能畅特地

去太湖上考察真船，根据图纸制作，每一

道工序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几年

间，他还成功制作了短袖衫号、皇家太阳

号、法兰西二号等船只，在全国比赛乃至

世界杯中都拿到了好成绩。

这所农村学校出了个航模“冠军教头”

近日，东阳市吴宁一校学生走进市妇幼保健
院，参加“我是小华佗”中医体验营活动。在医护
人员带领下，学生们聆听了中医小故事，体验了识
别中草药、小儿推拿等项目，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
大精深。图为学生在医生带领下认识中草药。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金丽丹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薛丛川）近日，

在世界杯日本队对阵比利时队比赛

出场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鄞州区姜山镇中学学生钱坤、

江简辉和潘润泽，作为护旗手出现

在赛场上。

据了解，此前，本届世界杯足球

赛的主要赞助商在全国招募选拔了

482名护旗手，其中宁波3个名额，全

部被姜山镇中学学生赢得。这3名

学生也是宁波青少年足球队成员。

该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校园足

球的发展。他们与宁波市体育运动

学校合作成立市青少年男子足球

队，拥有一支强大的足球教练精英

团队。而在足球普及方面，学校自

编了《足球校本课程》教材，每周开

设一节足球课，每年举办一届“校园

世界杯足球大赛”。学校还在省青

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中连续6年荣获

冠军。

学生担任世界杯护旗手

近日，诸暨市学勉中学学生走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研究中心，聆听校友、该中心主任骆建军讲述芯
片的故事。骆建军希望有更多的学生今后加入芯片研
究团队，实现强国梦想。图为骆建军为学生讲解固态硬
盘知识。 （本报通讯员 葛永锋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我的中国我的中国““芯芯””

视点第

假期体验
“非遗”黑陶技艺

本报讯（通讯员 苏立军）暑假期间，遂昌育

才小学学生走进该校陶艺实践基地，听教师讲解

陶器制作技艺，并体验制陶过程。

黑陶是遂昌县的省“非遗”特色，2012年学

校开设了黑陶拓展性课程，邀请当地非遗传承人

夏利长担任教师，为学生传授技艺，让他们从小

学习富有遂昌特色的陶文化。学校编写了校本

教材《世外“陶”园》，包含了遂陶文化、烧制方

法、鉴赏陶品等15个方面的内容。学校还在今

年暑假专门开设了“陶泥社团”，与遂昌县青少年

宫联合开办陶艺体验营，开展较为系统的体验教

学活动。

学生自主设计校园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