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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草根音乐家，人
人都是书画爱好者，这样的口
号，这样的行动，我们匡小敢喊
也敢做！”蔡建良自豪地说，“我
们要用艺术的素养丰富寂寞的
心灵，用艺术的美丽扮靓平凡的
生活。”

引导美的积淀。匡小与南
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合作
成立名教师工作室，开发书画校
本教材，聘请教授定期指导；学
校文娱活动中心、科技活动中
心、体育活动中心、网络学习中
心、书画特色中心，晨星文学社、
童星小剧场、苗苗电视台、小记
者团等校园文化社团，书法、美
术、制作、电脑、舞蹈、戏剧、歌
咏、古筝、小提琴、演讲、阅读、写
作、英语、棋类等二十多个兴趣
小组同时开放，保证每个孩子任
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属于他们

自己的“心之角落”。
激励美的追求。匡小联合

南京艺术学院培训中心，开办了
我市农村首家艺术教育培训学
校——佩尔少儿艺术学校，建立
设施设备一流的“童星剧场”，圆
了无数农村孩子的艺术之梦；学
校出台了《书画、器乐星级评定
标准细则》，对学生进行书画星
级评定，组织书画、器乐特长学
生参加全国书画、器乐考级；每
学期都会举行小学生书画、器乐
比赛，开展学校“艺术展示月”活
动，开设学校“苗苗电视台”“露
一手”栏目，举办面向家长的“小
小音乐家”汇报演出；面向社会
举办小学生书画展、书画义卖等
活动，每年临近春节还为村里头
的老百姓义务写春联……

“从教师到学生，甚至后勤
员工，都以‘写一手漂亮的

字，绘一幅俊逸的画，做一个
高雅的人’作为他们的共同追
求。”蔡建良拿出档案，如数家
珍：早在 2010年，匡小就被教育
部确立为“国民艺术素养教育实
践研究”课题组实验基地；而这
三五年，匡小先后又涌现出了
十多名师德标兵和省市级先进
教育工作者，另有一大批教师
在市级以上评优课及基本功大
赛中荣获一、二、三等奖；学
生参加国家级竞赛获奖 60多人
次，省级竞赛获奖125人次，一大
批“小作家”“小画家”“小书法
家”“小歌星”“小能手”正在快
速、茁壮成长……正如记者采访
中遇到的许多“匡小人”所言：

“我们因为对美的创造而坚定了
信念，因为对美的呵护而产生了
价值，展现了不凡。”

美哉美哉，，匡亚明小学匡亚明小学！！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殷丽君

“学生一旦对‘美’注入真情，他们一定会绽放精彩。”这三十年来，土生土长并且扎根导
墅的匡亚明小学校长蔡建良一直坚信，教育是太阳下最美的事业，求真、求美的工作经历让
他收获了许许多多“美”的回忆，忙碌、平凡的校园生活因为这些“美”而拥有了别样的“蓝
天”“碧水”“绿色”“宁静”……谈到小学教育，蔡建良在阳光下眯缝着双眼，享受着“沐浴”，
沉吟片刻，他道：“如果说小学教育是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播撒真善美的种子，那么，匡亚明
小学正是选择‘美’这一突破口，努力塑造着他们的‘完美人格’。”——的确，也是这三十年，
匡亚明小学坚持“立美育人”，营造了校园美的韵致，培育了学生创美的能力，构建起学校审
美的教育体系，打造出了一所农村小学的优质品牌、一座鹤溪河畔的“艺术殿堂”。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园
环境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
域。”走进匡小，放眼校园，便是
一天美丽生活的幸福开启：13米
宽的校门旁耸起一座9米高的擎
天柱，气势恢宏，上面“托起明天
的太阳”七个大字昭示着全体师
生奉献智慧、培育英才的真情追
求；具有专业演出和报告厅功能
的“童星剧场”和“佩尔艺术楼”，
为学校师生提供了学习和展示
艺术才能的舞台；整个校园内，
路灯、假山、喷泉、花草树木、亭
台楼阁交相辉映，错落有致，长

廊石亭曲径通幽；自办橱窗、板
报、校刊、小报，设计个性化班
徽、节徽，布置了书画的精品展
览室，与师生们朝夕相伴……这
真是一个融审美性、知识性、教
育性于一体的学府式校园，记者
不禁感叹。

“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从
而才能表现美、创造美、升华美。”
蔡建良告诉记者，美的享受不仅
来自于校园建筑的“错落有致”

“曲径通幽”，更重要的是校园文
化所体现的“装饰美、人文美、情
趣美”。教室里，走廊内，墙壁上，

橱窗里，有书画常识、名家佳作，
也张贴着一件件师生书画作品。
这些“或俊逸奔放，或苍劲凝重，
或意境幽远，或童趣烂漫”的各类
精品，带给师生的是美的启迪，美
的浸润，进而有德的教化和情的
升华——来过匡小视察的领导和
专家都曾做过这样评价：“走进匡
亚明小学校园，给人一种清新的
感觉，一种厚实的感觉，一种积淀
的感觉……浓浓的美四处流淌，
无处不在，无处不透，它画在墙壁
上，挂在橱窗里，写在脸上，穿在
身上……‘美育’已涌透于心。”

美，流淌在校园

美，融进了岁月
“瀚墨飘清香，艺教育新人。”

蔡建良向记者介绍，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开始，匡小就大力培植优
质资源，以美术学科为引领，打
造学校书画特色教育体系，在

“立美育人”建设上实施了许多
积极有益的探索：八十年代初，
几个爱好美术的老师带出了几
个同样爱好美术的学生，以兴趣
小组的形式，针对少数学生搞

“精英”教育，得了一些奖，捧回
了一些奖杯，没想到由此竟激发
了更多孩子对画画的兴趣；于
是，“兴趣”转到了“教学”，学校
立足课堂，进一步培养孩子初步
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以美
术教学为切入口，加强美术教
育”得到了国家教委的肯定；迈
入新时代，学校已成功构建了低
年级“剪贴画”起步——中年级

“想象画”入门——高年级“素质
画”螺旋上升型书画教育体系；
时至今日，不论是学校各年级增
开的“书画”校本课程，还是“每
天 20分钟师生齐练书与画”，亦
或是上千余幅在全国、省市各级
各类比赛中获奖的师生书画作
品，“在我们匡小的校园里，已经
全面开出了‘美’的‘花朵’！”蔡
建良梳理着思绪，深情回忆。

美，发散于人人

“作为农村学校，我们也曾遇到过诸多困难……”蔡建良感慨着，“幸好，还有
各色‘美’物‘美’景‘美’情与我们常相伴——地处偏远，却不能阻隔我们追求的
视野，条件简陋，却不敢忘却我们所承担的使命。”如记者采访所感，匡小上下“对
美的不断追寻”成为他们激情不竭的汩汩源泉，成为一代又一代“匡小人”投身农
村教育的信仰支撑；又如记者所见，而今的匡亚明小学已经规划出了巨幅愿景，
那么，就在变革的变奏交响中，在坚守的实践进程中，继续前行吧！

记者 张吴 摄

03教·学·思2018年5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殷霞 校对：木子

一百加三十
蒋墅中心小学 高腊凤

每个班级都有着这样的
一些孩子，他们随着父母从很
远的家乡来这里读书、生活。
初来乍到的他们，是那样孤僻、
不合群，作业有时不做，成绩落
后，却又贪玩。面对这样的学
生，我们常常感叹：他们的学习
基础实在太差了；他们的学习
习惯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的家
长实在有些不配合……她，就
是这样的学生之一。家里兄弟
姐妹五个，父母来这边打工，忙
于生计，加之重男轻女的思想，
花在这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可想
而知了。初来乍到的她，在班
里是属于默默无闻型的，却生
生地坐在第一张的座位上，一
切是那样的陌生、无助与无
奈。对于她的语文，我也早有
心理准备，有时学习生字，让她
站起来读，等了很长时间，也没

有声音，听着同学们的催促，快
点快点，小脸憋得通红，就是冒
不出一个拼音来，头低得更低
了。于是乎，我总是在读拼音，
读课文，把最基本的让她读，给
她展示自己的机会，也让她感
受到，自己是班级里的一份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
后，我走进了教室，评讲完了补
充习题，还有一些时间，我就把
今天学完的课文《爱之链》，要
求大家续编故事。任务下达
后，孩子们开始开动脑筋，不一
会儿，只听到笔在纸上的刷刷
声。一会儿的工夫，张同学拿
着本子上来批了，毫无悬念，写
得不错，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一
百分，他喜滋滋地走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王同学上来批了，
编得很好，富有文采，内容生
动，一百分似乎还少了点什么，

我又在后面加了个二十，一百
二十分。坐在第一排的吴同学
听说批了一百二十分，嘴巴张
的圆圆地在感叹：“哇，一百二
十分耶。”陆陆续续的又有一些
同学上来批了，一切都在意料
中。她也来批了，看了她的课
作本，我又看了她几眼，真不敢
相信，居然编得语句通顺，词汇
丰富。“是你自己一个人编的
吗？”她细细地低低地回答：“是
的。”“太棒了！非常通顺，老师
给你一百三十分。”汪同学这次
咧着嘴大声地感叹：“哇，一百
三十分，简直是奇迹啊！王同
学还只有一百二十分耶。”同学
们一片惊呼。当她走
下去的时候，我看到了
她那喜怒不形于色的

小脸上，那一丝不易被觉察的
微笑，那一刻，我也笑了。

放学了，我在办公室里正
批着作业本时，她，来了，第一
次到我办公室来给我批她的补
充习题，我又惊又喜。

小小的一百加三十，是
啊，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那
么一个小小的梦！如果我们给
予他们一双可以飞翔的翅膀，
他们也会高高地飞翔于属于他
们自己的蓝天白云之上……

同心携手 助力成长
第八中学副校长 夏国锋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直接关乎人才培养
的品质与素质，而对人的品
质与素质培养影响最为直接
的应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
育。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如何融合与互补、如何相互
促进却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与探索。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单元，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品
性、人格、是非观念及责任心
形成的始发地和养成地，而
学校作为育人的主阵地，在
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等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可近年来学校承载
的教育责任太多太重（其中
部分是家庭教育责任的转嫁
所致）。在这种意义上，家校
共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校共育是家长、学校在明
确主体责任的情况下进行多
方配合与沟通，共同培育和
教育孩子，从而达到最佳育
人效果的一种育人体系和机
制。一直以来，家校关系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没有家庭
的配合，学校教育孤掌难鸣；

没有学校和相关部门的指
导，家庭教育举步维艰。如
何开展家教融合，为每一个
孩子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
环境，根据市教育局德育科

“丹阳市落地式家长学校”家
校共育工作指南的相关精
神，4月9日，学校召开“同心
携手，助力成长”家校融合工
作专题会，薛校长发布关于
深入推进家校融合、促进学
校办学力提升的指导意见，
成立了班级、年级、学校三级
家长委员会，并且成立了学
校家庭教育讲师团及2个“落
地式家长学校”试点班级，全
力推进学校、家庭和社会联
动办学。

“构建新时代家校关系，
放大家校融合效益，是新时
代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趋
势，是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
设的必然之路，是提升学校
办学力量的必然选择。”八中
校长薛贤良从学校同学之间
发生纠纷、矛盾、伤害等实例
出发，指出了当前教育的种
种尴尬和困境，家校融合是

一个系统的工程，推进家校
融合，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
需要教育工作者主动作为、
主动应对、主动介入，需要全
社会目标同向、全频共振，形
成全力。学校两个实验班还
具体对家校合育“落地式家
长学校”进行共同探讨、研究
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系
列问题。作为试点班级的班
主任独辟蹊径，大胆创新，以
新颖的读书沙龙的模式开展
活动，从家长学校教材《不输
在家庭教育上》精选几篇具
有共性的文章，和全体家长
一起分享，引起了家长朋友
们的强烈共鸣。他们感触颇
深，积极发言，一起探讨分享
在育人活动中的困惑和经
验，气氛十分热烈。在活动
结束时，全体家长达成一致
共识：一定要多学习现代家
庭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的家
庭教育素养，降低家庭教育
的育人错误率，使孩子的成
长首先不输在家庭教育的起
跑线上。

要让教师明白，尊重学

生、家长，就是尊重自己的岗
位；要让家长明白，尊重老师，
就是尊重孩子的未来，最终
使学校、家庭、社会形成良好
的互动，以优良的校风、教风
影响家风，改善民风。

开门办学，让家长走进
校园、融入学校，是家校融合
的基础。学校在建立校级、
年级和班级三级联动家长委
员会的基础上，并设立“家长
办公室”，由家委会代表轮流
参加驻校办公和督学活动。
特别是家长参与学校的晚自
习值班和家长轮流住校参与
住宿生的管理，同时，继续充
分利用好网络、校刊等媒介，
让家长了解学校、了解老师、
了解子女，让家长得以释疑。
学校及班级分别建立固定校
讯通、QQ群、微信群等，在学
校校刊上开辟家教专栏、家
长心声等。

学校主要依托社区、村
镇对学生进行家访、师生爱
心结对帮扶等。学校老师可
通过家访等方式了解到学生
的家庭情况、成长环境及生

活状况等，可“因材施教”、爱
心帮扶。尤其是对留守孩子
及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应该
予以关爱和帮扶。

以学生为纽带开展亲子
活动、邀请家长参与学校文
体活动或德育体验式活动
等，增进家长与孩子间的情
感交流，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与担当精神，学会感恩。

“校长接待日”“青少年
维权热线”“特殊学生心灵驿
站”等载体，家校多渠道互动，
多形式沟通，多元化开展活
动。受到社会、家长、学生、老
师的一致好评。

家校融合的落脚点是学
生，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
特点，要多渠道听取家长和
学生需求，当然，家校间要真
正实现和谐共育，是多部门
协同配合、多方因素共同促
成的，良性、健全的家校共育
机制是立德树人的“助力器”，
家校共育“术”也应顺应时代
潮流而不断创新，以达到最
佳育人效果。

校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