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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胡欣红

前不久，上海一名9岁

小学生面对夜晚肆虐的火

灾上演“教科书式救援”，引

发了舆论热议。据媒体报

道，当时金山区朱泾第二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博正在

睡觉，突然闻到一股烧焦的

味道。他起床后，看到客厅

里 的 火 已 经 烧 到 了 天 花

板。于是，他立刻下楼逃

生，其间敲响了楼下邻居家

的房门，通知他们逃生；到

一楼安全地带后，他又对着

整栋楼大喊“着火了，救命

啊”；跑到马路上随机拦下

一辆车子，请司机帮忙拨打

119 报警……事后，消防人

员直言，相比父亲折回家中

取手机报警的做法，小博当

街拦车请人帮忙报警的做

法更安全。

事发突然，这名男孩在

生死时刻却临危不惧，沉着

应对，不仅救了自己的家

人，也救了整栋楼的居民，

网友们纷纷为他点赞。这

场突发大火没有造成任何

人员伤亡实属不幸中的大

幸，而男孩的出色表现值

得引人深思。小博面对险

情时的镇定，与朱泾二小平

时对生命安全教育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该校一至五

年级均设置了公共安全体

验拓展课，按照不同的年龄

段，要求孩子掌握对应的逃

生技能，并安排专职教师进

行指导。正因为在学校安

全课上学过，所以小博看到发生火灾后并没

有惊慌失措，第一反应就是“捂住口鼻弯腰

向下跑”。

一起突发事件，检验了该校安全教育的

成效。生命安全教育固然值得关注，但有一

个细节同样耐人寻味。“消防小英雄”小博在

教师眼里是“属于不声不响的孩子”，在家长

眼里则是“虽然也很努力，但成绩就是上不

去”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成人眼

里并不“优秀”的孩子，在危难时刻却表现出

超乎想象的“优秀”。经此一事后，小博父亲

坦言，过去因为觉得孩子不够“优秀”，常常

会压不住火气，“现在辅导功课变得心平气

和多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启迪家长要善于

发现孩子的优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成

绩不能决定一切，学习并不是检验孩子的唯

一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霸，学业成

绩不好的孩子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如果平

时能够全面而长远地看待孩子，就能发现每

一个孩子各有其“优秀之处”。

“事发后，我没有表扬他，只是跟他说，

虽然你这次救了我们，但不要‘飘’，还是要

好好学习。”事实上，平时不声不响成绩普通

的小孩，得到肯定和赞扬的机会并不多，有

了这样的惊艳表现，家长为何吝啬表扬？能

将学校安全教育活学活用的“消防小英雄”，

已经展现远超于同龄人的沉着冷静，为何还

要依然用“好好学习”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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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声的思政课

本报讯（通讯员 傅海胜 杨 阳）“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近日，宁波市北仑区

博平小学学生合唱爱国歌曲的短视频受到了学校家

长及网友的点赞。由于近段时间雨雪天气较多，学生

们早晨有时无法去户外运动，该校为有效利用空余时

间，让全校学生走出教室，在走廊上放声歌唱。

“孩子们以演唱《歌唱祖国》之类的爱国歌曲为

主，偶尔也会穿插《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样的流行曲。

如此有助于消除压力，愉悦身心。”校长李韶说，这既

是一种唱出声的思政教育，也是学校开展美育工作的

一次探索。一直以来，该校每逢阴雨天就把晨会变为

思政课，全校师生进行千人大合唱，如唱国歌、红歌、

校歌等。为让全校千余人能同唱一首歌，学校艺术组

教师对每班的“小指挥”进行培训，各班班主任还会指

导学生练习合唱曲目。在千人合唱的基础上，该校到

了周五则会通过红领巾广播站《博雅之声》栏目推出

相关的专题节目，延伸思政课的内涵。

本报讯（通讯员 尹婵萱）
一段校友情，成就一段佳话。

这些日子，龙游县溪口教共体

溪口校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捐助

故事：92岁校友，为其小学就读

的母校捐赠了10万元用于购买

图书及相关设备。

92岁的傅琢老先生1942年

曾在溪口校区的前身——溪口

镇中心小学就读。2019年，已

经毕业77年的傅老向母校捐赠

了10万元。溪口校区用这笔钱

购置了一批图书，还购置了3辆

废旧的大巴车，然后将其改装成

校园里的阅读车，给孩子们打造

出了一个阅读新天地。

学生们出点子，教师设计

图纸，最后请工人施工……如

今这3辆阅读车就停在操场边，

每辆车都涂着保护视力的绿色

车漆，车头处喷涂着醒目的大

字“金兰号”，这是因为始建于

1881年的溪口镇中心小学，原

名“金兰书院”。车内原本的座

椅被全部拆除，靠窗安装了一

圈舒服的卡座，地板也都重新

铺过，车窗还挂上了过滤强光

的棉布窗帘，驾驶座与副驾驶

座之间的发动机位则改造成了

开放式小书柜。

□本报通讯员 张乐琼

行为习惯、学习规范、自主管理、

礼仪获奖……临近期末，舟山市南海

实验初中校长金可泽正在考虑，如何

把这学期学生礼仪养成的整体情况

以一份特殊“成绩单”的方式呈现给

学生和家长。

事实上，礼仪教育在该校已经整

整开展了10年，这在其他中小学校并

不常见。

“那时候学校还是全寄宿制，学

生在校时间长。除了健康、学业，学

校还要为孩子品格培养负责。”谈起

立足于校园公共生活一体化开展学

生礼仪教育，当时的老校长陆熊心里

有着很深的期待，希望从南海实验初

中走出来的学生带有一种明晰的教

养烙印：他们健康阳光、彬彬有礼、懂

得感恩和尊重；性情淑均、举止端庄，

乐于承担公共责任。

带着这样的愿景，学校专门组建

起一支礼仪教育教研队伍，最先从校

本礼仪课程开发入手进行探索。“当

初我们考虑到，生活中礼仪无处不

在，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文明习

惯，也包括健康人格的培养、大方得

体形象的塑造等，如果不化碎片为体

系、找到知礼和德行两者的契合点，

就难以让学生喜爱、体验、思考，进而

唤醒有规矩、有力量的行动。”分管德

育的副校长张金飞说。

围绕秩序、尊重、合作、责任等关

键要素，教研组从传统美德、现代公

民素质中挖掘礼仪精神元素，渗透到

七至九年级的学生礼仪必修课中，并

且从校园礼仪、家庭礼仪、社交礼仪

到融入社会、承担责任，做到层层深

入。2016年起，该校又发动学科教

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学、地

方习俗习惯、国际交往中寻求礼仪要

素，陆续开发了“汉服礼仪溯源”“传

统文化下的思品校本化课程”“中华

传统习俗”等传统礼仪课程，“Eye

on the World”等国际礼仪课程，以

及“舟山方言话一话”等地方礼仪课

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礼仪课程

体系。

为增强礼仪教育的实效性，学校

精心设计基于真实生活情境的体验

环节，如“礼仪瞭望台”实时录制学生

课上形象，引导他们关注细节、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规范礼仪训练大

舞台”环节让学生学以致用，充分展

现礼仪熏陶后的自信和优雅。同时，

学校还实施了包括“小组合作式的公

民素质提升竞赛活动”跟踪式评价、

礼仪之星和美德少年评选等在内的

多元评价活动，让礼仪规范得以巩固

践行。

“特别是开展公民素质提升竞赛

这项活动后，学生把学到的礼仪知识

有意识地融入到学习生活当中，慢慢

变成自觉行为，最终内化成习惯。3

年下来，知书达礼的学生越来越多，

班上逐渐形成一股正能量。”初三（9）

班班主任朱海瑛说。这也恰恰是张

金飞欣于看到的，礼仪具备的温馨和

柔性很好地弥补了政教部门常抓的

日常行为规范、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等

的刚性和强制性，文明校园建设自然

水到渠成。

此外，该校还结合传统文化周、

重大纪念日、升旗仪式、社会志愿服

务等开放式课例活动，开展学生社团

的自我教育、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等

“三自”行动特色项目，不断拓宽学生

的公共礼仪视野，使家校社形成合

力，让每名学生懂礼仪、崇礼仪、用礼

仪、传礼仪。

“礼添秀色，仪来花香。”如今的

校园已然全员育礼，博文约礼、立己

达人的精神底色也愈发浓厚。这两

年，礼仪教育还从校园的公共空间延

伸到每一个学生家庭，家庭礼仪的示

范作用也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关注

和重视。更有家长乐于在家长学校

中分享孩子的变化——“孩子学过国

际西餐礼仪，在外吃自助餐的时候让

大家一起遵守”“在参加商务活动之

前，孩子特别‘提点’了我的着装服饰

和商务礼仪，现在父子俩的关系也融

洽了不少”。

从课程、活动、实践、文化、管理

到家校协同……在不断深化礼仪养

成教育的过程中，金可泽依然格外讲

求“循然育人”，让“礼”在学生心中

生根发芽。在他看来，这是“守秩

序、讲规则、彬彬有礼”现代公民品

格的唤醒与积淀，也是一所现代学校

以“人人拥有一颗礼孝之心”育人的

基本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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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礼”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通讯员 张赛男

滚铁环、玩陀螺、骑竹马、跳竹竿、舞

长龙……尽管天气寒冷，却阻挡不住山

区孩子们的运动热情。近来，浦江县檀

溪镇中心幼儿园在晨间锻炼环节引入

多样化的特色民间体育游戏项目。小、

中、大班幼儿的游戏内容根据年龄特点

各有不同，小班以趣味性游戏为主，中、

大班重在自主性和合作性游戏。

该园相关负责人赵钊钰介绍，之

所以将民间游戏融入教育教学，是因

为当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村流

传的民间游戏种类繁多，如舞龙在全

国范围内都小有名气，本土文化理应

得到传承。再者，作为山区幼儿园，经

费有限，民间游戏形式简单、灵活多

变，可就地取材制作器械，既能节约资

金，又能促进幼儿发展。

从2018年开始，该园教师成立了

民间游戏研究小组，利用发布征集令、

走村考察、家长助教等多种形式收集、

筛选和整理出了近百个具有本地特色

的民间游戏，并尝试将好玩的、适宜的

游戏融入到晨间锻炼、主题教学、区域

活动等各个环节之中。

幼儿园区域活动有着相对宽松的

活动氛围、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这和

民间游戏的开展特点极为吻合。教师

们将游戏类别进行了划分，分类投放到

班级区域中，让幼儿享受自主、协作、创

造的游戏空间。譬如，有的班级在益智

区设置了“挑小棒”“接石子”等游戏区

域，在美工区则投放了扎染、剪纸、草编

等素材。

该园每个幼儿的椅子上都套着一

只“百纳袋”，袋子里装着花绳、纸包等

体积小、玩法多的游戏材料。大班班主

任张鸣说：“这是为一日生活过渡环节

而设置的。部分孩子点心吃得比较快，

他们就可以在袋子里拿出想玩的材料

进行自主游戏，这样既锻炼了孩子的能

力，也巧妙消除了消极等待现象。”

通过常态性的实施与推进，孩子们

基本掌握了民间游戏的玩法。大班幼

儿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据悉，每年12

月，该园都会举行一次隆重的民间游戏

擂台赛。孩子们与教师一起制订擂台

赛的规则，自发邀请教师、保育员及家

长代表担任评委，自主报名参赛项目，

在擂台赛中展现自我、享受喜悦、感悟

成长。

在开展过程中，教师们发现，由于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不断

改变，民间游戏存在时代局限性，在传

承其精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适当改编

和融合创新。为此，该园开设了教师论

坛，每周定时对所收集的民间游戏进行

审议，做到合理筛选、适当创编，保证游

戏的教育性。

从涉足民间游戏的研究融入，到今

天的充实、深化，该园走过了整整3个

年头，教师们经历了问题困惑期、研究

解惑期、实践验证期、经验总结期的研

讨历练。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日志

式”记录本，用以记录孩子游戏过程中

的精彩瞬间和教育感悟。“教师们通过

记录反思，科研能力也在无形中逐步提

高。其撰写的有关民间体育游戏的教

育论文连续两年在县里均获得了不错

的成绩，研究组还申请了市级课题。”赵

钊钰说。

把民间游戏融入日常教学
浦江这所山区幼儿园传承创新本土文化

“为什么甘蔗的节长长短不一？”“甘蔗表面白白
的是什么？”近日，建德市大同中心幼儿园劳村分园在
甘蔗地里开启田间课堂。大班的孩子们在观察了解
甘蔗的过程中，体验劳作的辛苦、丰收的喜悦。

（本报通讯员 朱 珊 王 芳 摄）

92岁校友为母校打造阅读新天地

近日，寒潮连连来袭，义乌市新丝路学校附属
幼儿园的孩子们准备了不同形状的容器，将其装满
水后放在户外，隔天便有了各式各样的冰花。图为
该园幼儿观赏自制冰花，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本报通讯员 施凯悦 贾丽梅 毛彬颖 摄）

自制冰花 绽放冬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