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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留守儿童的五彩童年

队会课上，复兴小学四年级（1）班的张英
杰惊喜的发现课桌上摆着糖果、水果，还有一
个精美的小蛋糕。原来，当天是他10岁的生
日，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她是跟
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平时一周才回家一
次。这个生日过得让她既意外又惊喜。

复兴小学作为一所典型的农村小学，像
张英杰这样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占
到了学校学生总人数的将近一半。为此，学
校积极打造“留守儿童家园”，为他们筑起校
园里温馨的家。

根据学校要求，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或学
校离家较远的学生均实行寄宿制。为此，学
校还开展了寝室文化建设主题活动，“中国
梦”、“姐妹屋”、“梦幻小岛”等寝室文化环境
设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让大
家对学校更有归属感。

每天晚饭后，是学校的“阳光体育时间”，
学校操场上的体育设施对孩子们开放。为丰
富大家课余生活，学校还与电影放映公司联
系，每学期为孩子们在操场上放映2部露天
电影。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来说，更希望加强
与父母的联系。学校专门开设了亲情聊天室

和亲情电话，方便学生随时联系家长。每学
期两次的家长开放日，也是孩子们和家长的

“交流日”。
这一天，不仅有各班的节目表演，还有课

辅小组的成果展示，如连箫、书法、手工、口风
琴等。学生和家长还各自组成了足球队进行
校园PK。专门从外地赶回来的崔雯钰妈妈
表示：“看了女儿的朗诵表演，既兴奋又感
动。平时和孩子见面时间少，很感谢学校老
师对孩子的培养，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
交流。”像崔雯钰一样的留守儿童还有很多，
学校的温暖关怀、教师的倾情关爱，让他们在
校园里健康成长，享受五彩缤纷的快乐童年。

黄葛树下有温暖的“家”

“黄葛树，黄葛桠，黄葛树下是我家，美丽
的校园我爱她……”这是一首在复兴镇当地
人尽皆知的童谣。2008年，离开被三峡工程
建设全淹的旧校址，复兴镇中心小学入驻新
校。校园高地矗立着一棵亭亭如盖的黄葛
树，由此，学校和黄葛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葛树成为校园最亮眼的风景，黄葛树
下的校园就如同全校师生的家园，它所蕴含
的博爱包容、觉悟智慧、刚毅执着、朴实谦逊
的精神品质让学校找到了学生人格培养的

归属。
“我们把黄葛树的精神特质作为学校‘家’

文化的核心内容，提出‘黄葛树下是我家’的
文化主题，立志做到学校给师生创造良好的
内外环境，让黄葛树下的‘家’充满爱与包容，
让孩子们在这里幸福快乐地成长。”复兴小学
校长周世旺说。

为丰富“家文化”内涵，复兴小学提出了
“传家书，习家教，扬家和，担家责，赞家誉，成
家风”6个维度。其中，“传家书”重点在秩序
与制度的建设，学校将传统家教、国家法律规
范、文明教育读本、学校规章制度等作为校本
教材开设课程，力求构建“和而有序”的校内
外环境。“习家教”则重在对学生的教育与栽
培。学校认为，作为教育主体的每一个学生
都有着其独特性和差异性，在教育中尤其要
把握“幼苗”的生长规律，才能真正培养出有
特色、个性鲜明又内涵丰富的人才。

如同阳光雨露滋润着黄葛树，“家文化”
也滋润着校园里的每一个师生。在此基础
上，学校还提出对学生“三自”能力的培养，包
括学习自信、生活自理、心理自立。这更进一
步丰富了“家文化”的内涵，让从“黄葛树”下
走出的学生如“黄葛树”般自信、傲然挺立在
天地间。

小小乡村少年宫搭建才艺大舞台

每到春天，复兴小学的乡村少年宫300
余平方米的生态文明教育实做园里（下称“生
态园”）三角梅、杜鹃、紫薇花、樱花等竞相开
放，迎来一片姹紫嫣红。这样的美景与孩子
们的劳作密不可分。生态园里共有60多个
花卉苗木品种，分解到三至六年级各班。在
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在园中翻土、挖坑、栽
种、浇水，体验劳动的辛苦与快乐。

“作为乡村少年宫项目学校，我们建设生
态园既可以丰富课程内容，又能锻炼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责任意识，以及吃苦耐劳等优秀
品质。”学校乡村少年宫负责人周世旺说。据
了解，学校依据时令与气候特点，定期安排各
班在各自的“责任田”开展劳作，每天都有“小
小观察员”对植物生长和日常养护情况进行
详细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创新地把乡村少年
宫活动与周三下午的课辅活动和社团活动结
合起来，并先后投入近10万元，采购了500
个篮球、300套口风琴和1000支花式连萧。

每周三的下午，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校园时
间”，既有象棋、舞蹈等培养兴趣，绘画、器乐
等陶冶情操，又有体育、科技等强健身心，还
有朗诵、英语等提升素养。此外，根据农村学
生特点，学校还开设了烹饪课。刘星宇作为
烹饪组的一员，每天早上变着花样为家人做
早餐，包饺子、煮汤圆、煎蛋，俨然成为了厨房
小能手。

在乡村少年宫的锻炼、熏陶下，孩子们的
才艺得到了极大进步，学校通过艺术节、体育
节、家长开放日等为孩子们搭建展示平台。
近年来，学校多次在全县、全市比赛中获奖，
包括首届忠县舞蹈大赛二等奖、重庆市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三等奖、重庆市中小学生艺术
活动月表演二等奖等。

推进教育均衡让学校面貌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我们学校来
说，相比原来，教室里多媒体设备大大
提高了课堂效率，标准化的操场和齐
全的体育设施让孩子们尽情享受运
动。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学
校还建起了乡村少年宫，丰富学生课
余生活。学校还专门为留守儿童建起
了亲情室，增加孩子们和父母的交流，
让他们在学校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复兴小学校长 周世旺

何霜 图片由忠县复兴镇中心小学校提供

长江在门前缓缓
流过，青山在背后静
静耸立。有着百余年
历史的复兴小学，至
今仍延续着朴实的校
风和优良的学风。对
于 一 所 农 村 小 学 而
言，复兴小学在积极
打造留守儿童温馨家
园的同时，还着力推
进“家文化”建设，用
校园文化推动学校各
项工作发展。同时，
学校不遗余力建设乡
村少年宫，让学生在
活动中收获成长的更
多可能。

正如校园中矗立
的一棵亭亭如盖的黄
葛树，复兴小学就像
那茂盛的枝叶，为农
村孩子撑起一片蔚蓝
的晴空，营造一个温
暖舒心的“家”，也孕
育了农村教育发展的
全新力量。

竹韵浸润
校园回荡幽幽“竹之香”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的
《竹石》千古流传。在白石镇两河小学的校园
中，不仅能处处见到青竹，学校还通过环境文
化建设，培养学生如竹般的品行和情操。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教育思想的集中反
映，是学校的精神内核，它在潜移默化中发挥
着育人的功能。”学校校长杜勇说。依据当地
特色产业，融合竹之品格，学校以“竹文化”作
为培育学校特色和文化建设的核心，形成了

“让生命如竹笋般节节生长”的办学理念、“做
事有节，做人向上”的校训等。

在理念浸润下，校园变成了一个用“竹文
化”环境打造的学生全方位发展立体体验
场。理念墙上，展示学校以竹为载体构建的
特色校园文化，培养有竹之君子之风的时代
新人。以竹为背景构建的旗台背景墙，展现
了让学生“节节生长”的美好愿景。特色的文
化墙整体设计以活泼为主调，构建七彩童年
的幸福触感。两侧则以咏竹诗词为修饰，营
造浓浓的竹文化氛围。学校还在教室、楼道
间的主题墙、作品展示栏、提示标语牌的造型
上融入竹元素，让学生在校园中时时处处都
能受到竹文化的熏陶濡染。

处处见竹，时时清幽。两河小学校园不
大，但在青竹的映衬下，校园更显“文化味”，
让朗朗书声在竹韵幽香中更加清澈、响亮。

竹芽拔节
多彩活动在心间生长“竹之品”

杜勇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带上几个“竹笋
奖章”定时到校园里巡视一番，一来为了检查
校园安全、卫生，二来如果发现孩子们有值得
鼓励的行为就可以发一枚“竹笋奖章”。

什么样的校园行为可以获得“竹笋奖
章”？可以是孩子弯腰捡垃圾，可以是取得学
习上的进步，也可以是班级管理任务完成得
好。除了校长，班主任、科任教师，甚至学校
的清洁阿姨都可以颁发“竹笋奖章”。不同数
额的奖章每月还可以兑换学习用品。

“我们设立‘竹笋奖章’是为了鼓励校园
文明行为和孩子取得的进步，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够像竹子一样拔节向上。”杜勇说。

别看这仅是一枚小小的奖章，对孩子们
的激励作用非常大。为了争取更多的奖章，
学生不仅学习上更自觉，行为上也变得更加
自律。五年级（1）班的张泽（化名）是留守儿
童，学习习惯较差。在老师用鼓励的方式让
他参与班级事务管理后，他从中找到了自信，
不仅每天早上积极参与劳动，热心为班级服
务，学习也取得不小的进步。

除了用“竹笋奖章”激励学生，学校还在
各大活动中融入“竹元素”，让孩子们与竹子

“亲密接触”。风筝节上，老师教大家用当地
竹条制作风筝，评比谁做的飞得高、飞的时间
长；美食节上，炒竹笋、炖竹笋汤让校园“竹

香”四溢；每年春天，老师还带领三-六年级的
同学户外春游，认识雷竹、高节竹、红壳竹等
本地特色竹子品种，观察它们的特性，从竹芽
破土感受生命的顽强。

竹文化浸润孩子心田，竹品格在孩子心
间生长。学校通过打造“竹苗合唱团”、“竹芽
讲坛”、“竹韵之声”校园广播站等形式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他
们在菁菁校园里像竹苗一样拔节生长。

竹影婀娜
动手动脑铭刻成长“竹之印”

两个巴掌大的笋壳上，栩栩如生地画着
白色的小猫、圣诞老人以及梅兰竹菊等，造型
生动别致，富有童趣。像这样的画还画在竹
编的篮子、篓子和筲箕上以及竹筒上，这些都
是两河小学学生作品，它们都陈列在学校的
美术室中。

笋壳画、竹编等是两河小学“竹文化”校
本课程中的特色之一。每周三下午的社团活
动中，演讲、合唱、竹编、笋壳画、葫芦丝等非
常受学生欢迎。为开设好课程，学校还在外
聘请了专业的竹编师傅和葫芦丝教师，教学
生进行竹编创作和葫芦丝吹奏。现在，几乎
每个学生都有一项与竹子有关的特长。

除了特色课程，学校也把“竹文化”融入
国家课程中。语文课上，诵读名家有关竹子
的诗词，挖掘背后的文化深意，鼓励学生做具
有竹子品格一样的人；美术课上，识竹、画竹、
品竹，水粉画、水彩画、简笔画，通过画画增加
学生对竹子的认识，提升他们的美术修养；劳
技课，学校特地开设了烹饪小组，煎、炒、炖、
煮、凉拌，让学生从“味道”中加深对竹子的
认识。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在课改中构建了“拔
节课堂”。摒弃了传统的教师“一讲到底”，老
师从“指挥者”变为了学生学习的伙伴，课堂
上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究与教师的点拨，让
课堂催生智慧的学生，用课堂成就智慧的教
师。同时，学校开展以竹为主题项目式学习，
让孩子们识竹形、知竹性、学竹品，培养孩子
热爱家乡的情怀，做竹一样的人，为学生的发
展提供多种可能。

竹的品格熏陶着学生，竹的精神激励着
学生。现在，学生对校园更有归属感、认同
感，对校园的一花一草一木都爱护有加。午
饭时间在操场上吃饭的学生没有了，草坪更

干净了；课间走廊疯跑的现象少了，“谢谢”、
“对不起”等文明用语时常回荡在校园。孩子
们的变化还影响了家长，不少家长不再围着
分数转，开始关心学生的综合素质……“竹文
化”在两河小学生生不息，让“节节向上”成为
学生生命成长中刻在骨子里的烙印，也让均
衡教育的曙光照耀校园。

当女儿在我面前有模有样地吹
奏葫芦丝，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就
读农村三类学校、一说话就开始脸
红的孩子竟能大方地吹出如此动听
的曲子，最主要的是我没有花一分
钱的培训费。这得益于政府的投入
和学校的教育。近年来，学校配备
了六大功能室、安装了班班通、修建
了冲水式厕所、统一了床上用品
……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善让孩
子更爱学习，更加快乐。两河小学
还以竹文化为特色，开设了一系列
特色课程，每次走进学校我都想和
他们一起学习。我相信在政府的大
力投入、学校的精心教育下，孩子一
定能如笋般节节生长。

两河小学学生家长 刘正琼

竹韵幽香 聆听生命拔节的天籁
忠县白石镇两河小学校

在全国上下大力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今天，农村教育
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忠县白石镇两河
小学就是一所这样的
学校。学校结合当地
特色“竹笋”产业，挖
掘校园“竹文化”，不
仅提炼出契合自身发
展的文化理念，更开
发了丰富多样的校园
活动，开设了精彩纷
呈 的 校 本 课 程 。 在

“竹韵幽香”的浸润
下，校园处处生机盎
然，每一个生命都回
响着如竹笋拔节的天
籁之音。

为孩子们打造黄葛树下温暖的家
忠县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胡忠英 图片由忠县白石镇两河小学校提供

老师指导学生演奏葫芦丝

教育均衡
同学们聚精会神学习厨艺

教育均衡

寻找最美教育均衡见证人

信息化设备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害羞的女儿
学会吹奏葫芦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