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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又说

“真就是善，真就是美，真善
美合一”，提倡培育“真善美
的活人”。我市部分学校以

“真”作为学校的文化建设
主题，有的学校以“美”为学
校师生的共同追求，而海丰
小学，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左
侧花坛里立着一块刻着巨
大的“善”字的文化石，学校
独辟蹊径地大力进行“善文
化”建设，初步取得良好成
效。学校“善”文化的提炼
形成，有本地淳朴善良的民
风基础，有学校传统的书香
文化、启智文化的引领，有
全校师生认真诚实的风尚
传统做后盾，经过集思广
益，“善”文化逐步成真、完
善、完美，继承发扬并发展
创新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
思想，从善（善心善性）到善
（善言善行）再到善（善学善
思），从不同阶段和层面做
好教育教学服务工作，努力
将海小的孩子们培养成充
满爱心的具有真善美品格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善心善性 从根培育

“人之初，性本善”也
好，“人之初，性本恶”也罢，
海丰小学对孩子善心善性
的培养永不放弃，每时每刻
每个机会都不丢掉，从细节
抓起，深入内心，持之以恒，
形成品格。学校提出“尚善
笃行，诚信友善”的校风要
求，以此为核心价值观，通
过一系列的活动，潜移默
化，春风化雨般地实施下
去。例如，每年重阳节，孩
子们都会到学校德育培训
基地——海丰敬老院去看
望那里的孤寡老人，给他们
带去水果、食品、衣物、手工
制作的礼品，每次还为老
人们精心准备精彩的文艺
节目，老人们常常拉着孩
子们的手或者抱着他们，
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
一方面给老人们带去了慰
问和温暖，另一方面也在孩
子们的心里深埋下了“善”
的种子。

善言善行 茁壮成长

有了善的心性，有了善
的苗头，还要创造健康合适
的环境，让善之树快快长
大，枝繁叶茂，陶行知先生
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校园生活占了孩子大
部分的时间，学校是培养孩
子善言善行的主阵地，学校
与社会、家庭良性互动才会
将教“善”之路走得更远。
学校在平日的教育教学活
动中，引导孩子从他人角度
思考问题，“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从小事做起，不骂
人、不打架、不说谎，从细节
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善念为怀，
爱人如己，力争日行一善，
通过点点滴滴，汇成爱的海
洋。比如为同学收拾不小
心散落的物品，借东西给同
学急用，学会真诚道歉赔礼
等等。遇到重大事件、盛大
活动，更是让孩子们亲身实
践，参加善举，比如参加红
十字会捐助活动，把零花
钱、衣物、学习用品等奉献
出来，帮助周围困难的伙伴
及远方的灾区孩子。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在这些善
言善行中，让孩子们心中的

“善”之树越来越生机勃勃，
越来越葱郁繁盛。

善学善教，师生共进

陶行知先生提出对学生
的“六大解放”，首先一条就
是“解放儿童的大脑”，使

“能思”，又说“我们要活的
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
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
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
读的书。”学生在学校主要
任务当然是“读书”，读什
么，怎么读，得到什么才是
最重要的，对学生自己的生
活、心智有多少帮助才是衡
量读书价值的标尺。海丰
小学努力实践教师“善教善
研”，学生“善学善思”的教
学理念，普遍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让教师教得专业，学生
学得扎实；教师教得艺术，
学生学得灵动。鼓励百花
齐放，老师各有特色专长，
学生个性自由发展，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教学和学习方
法，师生都不断健康成长。
学校办成了“盐城市科学教
育特色学校”，盐城市立项
课题有《农村小学语文个性
化朗读能力培养研究》《农
村留守儿童问题与教育的
调查研究》，东台市立项课
题有《农村小学学生科学精
神的培养》，师生参加各级
各类竞赛评比屡获佳绩，学
生优秀作品发表于《东台日
报》《小学生数学报》《作文
报》《未来科学家》《百家优
秀作文指导》《江苏科技报·
E学中国》等报刊的人次不
断刷新。

“ 海 纳 百 川 ，丰 德 致
远”，海丰小学牢固树立建
设“善”文化意识不动摇，以

“善读聚书香浸润童年，善
思启智慧点亮人生”为办学
方略，以“善读善思，善言善
行”为学风，以“善思导学，
善教善研”为教风，形成“尚
善笃行，诚信友善”的校风，
将陶行知先生“真善美”的
教育教学思想发扬光大，并
进行发展创新，牢记党的教
育使命，不忘为人民教育

“捧着一颗心来”，为培养一
代代具有“真善美”品格的

“活人”，合格的、优秀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
不断探索与追求，永远走在

“善”的大道上。

善读善思智慧点亮人生
——海丰小学建设校园“善”文化实践综述

邹建龙

本报讯（金松涛 王军 章丽彬）
近日，经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
员会复核、江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
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上网公示，2019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
区）结果出炉，东台中学高二年级参
赛的 21名同学全部获奖，其中，一
等奖11人,二等奖10人,该校获一
等奖数位居盐城市同类学校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有 4名一等奖获得
者同时获国家级大奖，他们是高二

（7）班沈昊辰获国家二等奖，高二
（1）班孙明志、高二（14）班杭海斌、
高二（1）班尤舒颖获国家三等奖。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由中国
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共同主办，
2000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20 届。
举办这一赛事，旨在加强中学生物
学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激发中
学生生物学课外活动兴趣，向青少
年普及生物学知识。侧重对学生创
新思维、学科素养和分析能力的培

养，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科学的认知
与探索，同时为参加国际生物学奥
赛发现和培养高尖人才。2019年全
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由
江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委员会、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
苏省遗传学会联合举办。竞赛分初
赛和联赛（复赛）两个阶段。联赛
（复赛）于5月12日在南京市江宁高
级中学举行。当天，经过初赛选拔
的东台中学 21 名选手与来自省内

200多所学校的近5000名选手进行
激烈的角逐。由于考前强化专题训
练，指导比较到位，比赛中，东台中
学参赛选手以良好的心态认真应
对，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最终捧得众
多的大奖。它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东
台中学“另起一行，我是第一”办学
理念又有了新的实践成果，一批具
有学科特长的优秀学生为自身参加
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东台中学11名学生
获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柳如伯）日前，盐城市教育局公布
了 2018 年度四项德育工作评审结
果，弶港镇小学《用红帆精神涂亮
学生生命成长的底色》等我市 5
个德育工作创新成果获奖；东台
中专校等 3 所学校被评为盐城市
第三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市实验小学倪荣荣《让〈品德与社
会〉课程“动”起来——基于学生
发展的〈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实践
活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 11 个
盐城市“十三五”德育科研课题顺
利结题；富安镇富东学校、梁垛镇
小学被评为盐城市家庭教育示范
学校，东台中学曹江等 6名同志被

评为盐城市家庭教育先进工作者，
梅海燕等6名同志被评为盐城市优
秀家长。

近年来，全市中小学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按照《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要求，围绕全市教育工作的

总体目标，持续夯实育人基础，拓
宽育人途径，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育人效果不断
显现，中小学德育工作顺应新常
态、再登新台阶。

我市多项德育工作结硕果

“幸福时光”点亮青少年心中的希望

安丰的古镇，总是那样喧
嚣，总是那般“热闹”。却有一
家店那样的冷清，那样的格格
不入。

穿过人流如织的大街，我
伫于这家店前：古朴的木门与
青砖绿瓦相互映衬，倾诉着历
史的风华。抬头看去，门上的
牌匾，赫然用隶书刻着“红纤
绣”三字，红色的字体苍劲有
力，却又不失风韵。我终抵不
过兴趣，推开古朴的木门，去
赴一位友人的约。

“ 吱 呀 ”一 声 ，我 推 门 而
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一
大片的发绣，以及两条木制长
匾“一梭一缕一寸痴，丝丝编
就春意”。屋里最显眼的还是
那 幅 发 绣 版 的《 清 明 上 河
图》。店中几乎没有客人，我
肆 意 地 打 量 着 每 一 幅 艺 术
品。好一幅八骏图、好一幅岁
月静好，每一幅都让我无比震
撼，做工精细，收口细腻，我在
艺术的殿堂里虔诚地观摩着，
忽见一女子从后院走来，一袭
红裙，着以黑纱披之，优雅和
仙气一同飘来。

我几乎为之一惊，从未见
过如此仙风道骨之人，气质卓
然。“小姑娘喜欢发绣？”我猛
然点头。她便邀我去工作台

前，拉起一块崭新的白布，拉
紧，用刻笔轻轻勾勒，留下一
条近乎于金色的轮廓，搁下笔
选 取 一 条 赤 色 发 丝 ，穿 过 针
眼 ，便 开 始 密 密 匝 匝 地 绣 起
来，纤巧灵盈的游走着……

她 50 多岁，只是纤纤素手
上 有 点 点 针 痕 和 粗 糙 的 老
茧。她不急于做生意，好似已
经忘了我这个客人，她手持钩
针和刺针，心无旁骛，我也不
躁，一同享受这惬意的宁静时
光。

不知不觉间，刺绣工作已
经接近尾声，一朵莲花已经悄
然在布面上绽放，由内至外颜
色 越 来 越 浅 ，淡 至 无 色 。 清
素，典雅芳华，最后绣上店名，
题上清廉两字，她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起立才发现我似的，
抱歉地说：“哎呀小姑娘，我都
把你忘了。”原来竟然有人可
以专注到如此地步。

一杯温茶，氤氲着水汽，我
好奇为何不用缝纫机，用电脑
绘图？她莞尔一笑，道：“那是
没有灵魂，没有温度的发绣，
我不好意思卖的。”又是一份
震撼，这种守拙令我心生一股
敬意，久久徘徊。

在喧嚣的凡尘世俗，在热
闹的古镇中竟寻得如此一片
净土，真是幸甚乐哉。

踏着湿软的红土，走出阳
光普照的“红纤绣”，心中的欢
愉如莲花般盛开。

指导老师：陈月

心海里的那朵莲花
东台日报小记者 肖遥

好，在字典中有许多释义，但无一
不同的是它们都有着褒扬的意味。那
么，什么是个好？

我认为，平凡便是好。
平凡，不是平庸。周国平说过：人

生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的平凡。我
认为，平凡也是值得人们称“好”的。记
得杜鲁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时，有记者
采访他的弟弟有何感受。杜鲁门的弟
弟一语惊人：“我为哥哥当选总统骄傲，
但我也为自己骄傲。我是一名农夫，用
双手养活自己，照顾父母，我认为，这也
应值得骄傲！”杜鲁门弟弟的一番话让
我思考着，让我意识到了平凡的伟大之
处。

记得在龙泉游玩时，曾遇到过普通
人的平凡之“好”。在那里，曾盛产锋利
无比的龙泉宝剑，其做工讲究，质量上

乘。但这宝剑之少，传统作坊几近没
有。后来，终于拜访到一位老人，他依
旧每天起早在河中择铁石，取溪水，戴
着眼镜一次一次地打磨着宝剑，一锤一
锤，用汗水铸造着宝剑。老人与我们对
话后才知：从前宝剑便难以制作，现在
的机器虽精细度不如手工，但胜在效
率 。 如 今 已 没 有 人 能 传 下 这 门 手 艺
了。说到这，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涌起
一股悲伤，但随即又如火星重燃：“只要
我活一天，这门手艺就一天不会亡！”老
人执着的眼神里射出光芒，拳头紧握了
起来，对未来重有了希望。平凡人一生
执着于一件事，不为外界动摇，坚守本
心，这就是好！

平凡的一生有着其价值和高贵。
有人向往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其实，平
凡做人，这也好！

什 么 是 个 好
市实验中学初二（29）班 陈江翰

6 月 7 日，东台镇梁洼村在村幸福小
广场举行“我心中的希望”广场文艺演
出，众多的青少年学生用才艺唱响“幸福
时光，感恩家乡”主旋律，抒发了对美丽
家乡的热爱。

邹鹏安 陶春兰 摄

本报讯（鲍华俊）戴上红领巾，
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是一年
级小朋友最期待的事情。近日，市
实验小学启平校区在学校操场上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一年级646
名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组织。

上午8时，一年级的小朋友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整齐有序地来到
操场，在激昂的出旗曲中，他们精

神饱满，眼神坚定。新队员们面带
笑容，怀揣着欣喜与激动，等待着
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意义重大、激动
人心的时刻——加入光荣的少先
队。

新队员名单宣布后，伴随着嘹
亮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五年级和四
年级的优秀少先队员为新队员佩
戴红领巾，当鲜艳的红领巾佩戴在

他们的胸前时，新队员的脸上都洋
溢着自豪与骄傲。在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张国琴老师的带领下，所
有新队员高高举起右拳，在队旗
下作出庄严的宣誓。一年级的周
子航同学作为新队员代表，用稚
气、铿锵的发言,表达出了全体新
队员无比愉悦的心情和积极向上
的决心。

市实验小学启平校区举行新生入队仪式市实验小学启平校区举行新生入队仪式

丑小鸭

本报讯（记者 张晨 文/摄）近
日，市科协、市教育局携手举办的
科普周活动在市实验中学城东分
校拉开帷幕。在简短的开幕仪式
后，七年级的全体学生兴致勃勃地
走进大礼堂，聆听专家“揭开发明
创造的神秘面纱”主题科普讲座。

活动邀请到了著名科普作家、
儿童文学作家董淑亮为学生们讲
授。董淑亮是《儿童文学》《中外童
话》《少年文艺》等刊物的特约撰稿
人、专栏作家，出版科普专著71部，
计 800 万字，其中《99个轰动世界
的重大发明》系列丛书入选国家

“农家书屋工程”，32部作品被中国
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事迹被载入
《中华当代名人大辞典》《中国文学
家传记集》等大型书库，被小科幻
迷们广为熟知。

讲座中，董淑亮以问答的形式
与学生们亲密互动，通过自行车、
邮票、雨衣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发
明，生动地阐述了发明创造就在平
凡的生活当中，鼓励孩子们发挥想
象力与创造力，多问几个为什么。
受到孩子们追星般的热情感染，董
淑亮走进观众席进行零距离互动，
以互动交流的小游戏开发学生们
的扩散性思维能力，潜移默化中寓
学于乐。孩子们踊跃参与其中，将
讲座多次推向高潮。

讲座结束后，记者采访了科幻
迷学生邹汉春，他说：“这次讲座让
我受益匪浅，在学习到了许多科普
知识的同时，还接受了董淑亮老师的
指导。今后会谨遵教导，努力学习，
争取拥有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

科普宣传走进科普宣传走进
实验中学城东实验中学城东
分校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