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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品出清甜味
华南实验学校八（4）班 贡嘉园

我从小就不爱吃萝卜，它味道平淡，而且透着一种像
药一样的苦涩。

可是，母亲却总说，“秋天的萝卜赛人参呐”，每次我感
冒咳嗽时，她总是熬碗萝卜汤给我当药一样“灌”下去。“好
难喝呀！”每次我总皱着眉头抗拒着，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给
这般苦涩的萝卜扣上个“人参”的美名。

父母的不断叮咛终究敌不过秋风的萧瑟，秋意渐浓的
时候，我又感冒了。

鼻腔像是被什么异物充斥，喉咙干涩而隐隐作痛，不
时有几阵咳嗽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我迫切需要缓解
一下这种痛苦。

母亲皱了皱眉，转身进了厨房，忙活开了。
中午的餐桌上，满桌的菜尽是我平时爱吃的，可因为

感冒，我对这些菜毫无兴趣。
“感冒咳嗽，喝点这个吧，‘秋天的萝卜赛人参’呢。”久

违的话语再一次响起，陌生又熟悉。母亲小心翼翼地端着
一大碗萝卜汤，从厨房款款走来。热气氤氲，袅袅升腾，弥
散开来，云遮月般笼住母亲的面庞，只留下一个剪影般的
轮廓。她怕我烫着，用嘴细细地吹着，她额前的碎发也随
之轻轻地浮动。

这真是最美的画面。
好久没有这样看过母亲，我不觉看得呆了。恍惚又回

到了孩提时候，每次身体不舒服，母亲都是这样细细地吹
着一碗汤，再一勺勺喂我喝下，她总是用那样柔和的目光
注视着我把一碗汤喝完，然后，满意地露出一个最温柔的
微笑，似乎，那一碗汤喝下去，我就马上好了。

“快喝吧。”母亲轻唤，我恍惚着接过，第一次毫不抗拒
地呷一口下去，依旧是淡淡的味道，舌尖触到了一丝萝卜
特有的苦涩。“怎么样？苦吗？”一旁的母亲分明是察觉到
了我微微皱起的眉。“还……好吧，不太苦。”我这么说着，
却撞上母亲关切的眼神——我感到那里有甜意流淌出
来。我皱起的眉于是渐渐舒展开来，竟也真觉得口中没有
那种苦涩了。我又夹起以前怎么也不愿碰一下的萝卜，放
入口中，软嫩清香，细细一品，居然有一种清甜的味道。不
经意间，我再次撞上母亲的目光，那缱绻在舌尖的清甜，和
那目光里流露出的甜意，似是融在了一起，在斜射进来的
阳光里，一点点弥散开来，如琥珀化了，流得满屋都是，我
原本干涩疼痛的喉咙，也渐渐被抚平了一般……

第二天，我的感冒，果然有了好转。
原来，母亲熬的萝卜汤，细细一品，真的是清甜的。因

为其中，含着甜蜜的母爱。
细细品味生活吧，也许，那些小小的温暖与幸福，就在

一碗萝卜汤里。
（指导老师：谭俊华）

心事
里庄中学九（2）班 徐烨

奶奶有很多事在心里。她喜欢时不时拿出来盘一下，
比如今年开春种的豆能结多少？今天要买多少米才够一
家人吃完一整年……作为奶奶的孙女我有着一样的习
惯。

你可能会想，我现在主要的心事无异乎是中考，但因
小女子我的思维异于常人故而与中考并无多大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呵！的确，农村孩子都是自
卑的。但其实更大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生活。生活就像一
块黏牙的牛皮糖，把我卷在了里面，密不透风。

周围的邻居还算相处和睦，少数不对头的在表面也会
做个样子。人与人像
隔了一条河，直到隔壁
的小樊爷爷捅破了窗
户纸。

那天在厨房洗碗
听到隔壁有人在说我
的名字，一时好奇，关
上水龙头静静地听
着。“她不就是一个农
村孩子吗！学什么琴，
每个礼拜天都拉，没出
息！”忽觉手上有水渍，
呀，原来是泪啊。原来
这就是邻里啊。

打开水龙头重复
着洗碗的动作，心里面

一直重复着那些话，我怀疑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该听父母亲
的话去学什么琴，或许就不该有我的存在吧，给家人添了
太大的麻烦……学琴是父母说不想让自家孩子比城里的
孩子差太多才让我去学的，或许是我的成绩还不够好吧。

学习差、学习差……可能是因为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吧，那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很不好，晚上还失眠，老师组织的
小测试还乖挂了科，无力充斥着心房。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我的烦恼向别人述说，想向别
人倾诉为什么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却还是会被别人所看
不起。生活已经快把我逼疯了！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水逆
期，诸事不顺。

件件不顺都化为了件件心事沉入心底。因为这个，我
日益消瘦。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念红尘。

小樊爷爷的话是压塌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不是
的。有一次爸爸和小樊爷爷吃饭时我才知道，他讨厌我练
琴是因为隔壁太太有心脏病，听不得太吵的声音。我每个
星期天的琴声会让他的太太心脏不舒服。当初的那几句
话不过是小樊爷爷发的牢骚。

困扰了很久的心事这样也算是解决了，经过这事也算
明白了很多。圣经里说，要在太阳落下前，原谅一切人和
事。养在深闺人未识，好吗？挺好。这名为昂首面向生活
的小小心事充斥着心房……

（指导老师：金胜伟）

一不留意
实验学校八（1）班 金晓雨

一缕未知的香环绕在我的身边，仔细嗅嗅，是油菜
花。前几天还是花苞，一不留意，已完全盛开。循望去，暗
淡的台灯的光被两抹黄点亮，指甲盖大小的花瓣似在染坊
染上鹅黄，簇拥着玲珑花心，香气像蛇一般蜿蜒游进我的
脑海，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小时候，一到山花烂漫的季节，外公总喜欢用粗糙的
大手牵着我，走在乡间的羊肠小径上，去看油菜花海。油
菜开得肆意，霸占了几亩田地，紧紧挨在一起。风走过，带
着起伏的麦浪，还有厚重的麦香，外公看它们时，眼里总闪
着光，嘴角也时常咧着。油菜花田里总有些辛勤工作的劳
动者——蜜蜂们嗡嗡地浩荡着袭来，停在自己满意的花
上，上下打量，汲取生命的酒酿，再飞向林子深处。

“跳脱”的我踏进花田，东一脚，西一脚，花被折弯了
腰，打了蔫儿，再直不起来。外公的眉头皱在一起，扬起手
来作打我状。我吓得跑开，哇哇地叫。外公终究是不忍
心，重重地叹了口气，眼神逐渐黯淡下来，一步一颤地向前
走着，背开始一点点驼，头似乎要掉到地上，身影渐渐缩
小。我没想到外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愣愣地站在原地，
手不停地搓，不知所措，眼泪委屈地直往下掉。外公为了
防止我再捣乱，腿一曲，手一拉，背一挺，“喝呀”一声，将我
扛在肩上。他的肩膀厚实温暖，外面贴着一件洗得发灰的
蓝布衫，永远是那件蓝布衫。我抱着他的头，感觉自己成
了一只鸟，遨游在花海。那个春天，油菜地俨然成了我的
乐园，我在的地方永远都有外公的身影，他让我闻着花香，
在充满希望的季节，感受大自然最真诚的馈赠，刻进记忆
深处。

也是后来才知道，油菜是要用来榨油的，是乡村一项
重要的经济来源，难怪外公总像对待自己孩子一般关切地
看着油菜地。而今，外公已逝，但他留下的仁慈、忠厚一直
芬芳着我的世界。

一不留意，油菜又开得那样热烈，外公的脸庞在其中
熠熠生辉。我能做的，就是祝愿在天堂的他一切安好吧！

（指导老师：石玉琴）

蒲扇情
云阳学校八（9）班 戎俣舟

夏日刚过。
一日，在路边偶遇一位卖蒲扇的人，摊子简单，但什么

都有。我一直盯着那扇子看。虽然扇子上有一些花纹，但
归根结底它还是一把蒲扇。我买了一把，妈妈问我：“要扇
子做什么，现在马上秋天了，用不着。”我只答了一句：“玩
玩。”

回到家我看着这新买的蒲扇，像极了那一把：扇子周
围用红白布包裹着，扇面很光滑，扇柄被线绳缠绕着抓着
很舒服。我不禁轻轻扇了扇，吹来一阵微风，勾起我对往
事的回忆。

小时候，我住在乡下，乡下的夏夜是美好的。风声伴
着月光，飞虫伴着蛙声。外婆搂着年幼的我，一边在和邻
居聊家常，一边用蒲扇为我带来习习凉风。于是，只要我
在外婆身边，那惬意的凉爽便从没有间断过，总是伴随着
蒲扇摇动的旋律轻盈而至。我依偎着外婆，心安理得地享
受着舒心的清凉，津津有味地听着家长里短，时不时插上

一两句话，小大人般的语气，常
常惹得人们哈哈大笑。外婆总
是右手挥着蒲扇，左手在我后背
轻抚。渐渐地，我开始打呵欠。
于是一头窝进了外婆的怀里，惬
意地睡去。半夜，揉着眼睛醒来，我已躺在
床上，外婆就睡在我的身旁，微微打着鼾，
但手中的蒲扇竟还在轻摆，我稍稍一动，外婆的手立刻加
快节奏。

在那童年的夏夜，外婆用手中的蒲扇，把夏日的凉意
收集起来。

再大些，我上了学，家中很少再用蒲扇了。记得一次
我感冒，家里的风扇也关了，因为风扇风太大，妈妈说我要
发发汗。可是天太热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
一阵凉风吹来，我感到十分奇怪。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
是外婆拿着扇子在给我扇风呢！我打量着外婆，她已经满
头大汗了，头上豆大的汗珠正在往下流。外婆的眼睛已经
闭上了，显然已经很累了。她手中的扇子正在慢慢地扇着
风。看着看着我不由觉得很难受，我轻轻地从外婆手里拿
过扇子，一不小心弄醒了外婆，外婆看着我说：“快来睡觉，
我来给你扇风。天热，你又感冒，少吹点电风扇。”我又一
次闭上眼，心想：“外婆为了不让我多吹风，竟然亲自为我
扇风。”想着想着，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这样的景，再无处可寻。曾经摇蒲扇的人，已随岁月
而去。我将蒲扇挂在墙上，每每看到它，心中便又回味起
来。 （指导老师：欧阳晓梅）

那次体验那份收获
省丹中预备（3）班 胡亦涛

窗外，夜渐深，雾气氤氲。
我独自坐在窗前，冥思苦想着。这题，到底该怎么做

呢？
眉头渐渐紧锁，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鼻息。
什么方法都想过了，什么思维也都发散过了。按说十

分钟可完成的题目，偏偏要拖半个小时？我瞥一眼钟，又
过去了五分钟；再瞥一眼袋子里，还有其他学科作业未写
完，怎么办？时间来得及吗？我有些急了，快想出办法来，
快想出办法来！可依旧无用。五分钟又过去了，我想放弃
了，但又不甘心：我肯定可以做出来！

五分钟，十分钟……
雾气渐渐爬上了窗台，我心中的雾气，也渐渐占据了

心头。我望着试卷上那一片空白，绝望的情绪蔓延开来，
冷汗冒出，从后脊梁流下，竟湿了衣服。我用力捶着桌子：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还有那么多作业？是！我该怎么
办？再一瞧时钟，时针已指向了十一点。

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刚想抑制住眼泪流下，正
巧父亲进来了。他默默地看着我，我的心忽然一沉，泪水
便朦胧了视线。我大声埋怨着：题目做不出来了！

本想让爸爸帮助解出这道题，可他却一口回绝。他严
肃地看着我，叫我立马放弃这道题。“可，可我觉得我应该
会，我应该做出来！不信，我试给你看！”我抓起笔，准备再
次投入战斗。还没来得及看上一遍题目，他却一把将我拉
到书房外，一同观看雾气氤氲的景色。

他用我极少听到的苦口婆心的话语劝我：“别做难题
了。你到现在都做不出来，肯定是你哪方面存在着问题！
记住我的话：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为了一道题浪费了
你多少宝贵的时间，值得吗？问题是你最终还是没做出
来。跳过去，往下做。你若坚持做下去，后果将不堪设
想！”

我还是不以为然，做不出来才叫不堪设想呢。“你
连知识点都没掌握好，就算一个晚上耗尽还是做不出
来的！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连里子都不顾！”我心里
猛地一惊，仔细想想，题目反反复复演算了这么久都
没有做出来，肯定是进入了迷宫中。这时的状态真的
不适合再做题，可我却成了题目的奴隶，全力以赴为
它效劳，最终一无所获。

不等我再想，父亲又开口了：“就像这浓雾一样，
你现在能拨开云雾见日出么？答案是肯定的，时间不对。
同样，你固执于此，只会导致一事无成。如果是大考，你也
将一败涂地。难道你忘了以前半夜偷偷爬起钻研题目的
后果了吗？”

啊？我心头又是一惊。是啊，那次半夜爬起，第二天
便昏昏欲睡，一天的学习效率都低下，真是得不偿失。我
忽然醒悟了：“舍得舍得，当真如此啊。”而父亲依然站在窗
前，欣慰的笑容从他沧桑的脸上漾出。我蓦地转身，关灯，
上床，再不拖泥带水。

那次体验，那份收获，沉淀在我心中，时时指引我在困
难或挫折面前懂得理性应对，从容度过……

（指导老师：朱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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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铃响了，我夹着作业本，迈着
轻快的步子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特别安静，我习惯地把教
室扫视了一圈后，笑了笑，说：“同学
们，这次作业许多同学都全对，我非常
高兴。”边说着，我边举起了一叠作业
本，稍作停顿，我接着说：“告诉同学
们，今天老师还发现了一份最满意的
作业，他是谁的呢？”不待我讲完，同学
们就一下子把目光投到班长黄的身
上。我再一次停顿了一下，激动地大
声宣布：“李——正——中——！虽
然这次作业中还有两个小失误，但老
师相信这份作业是他最努力，也是他
最优秀的。”从同学们的眼神和小声的
嘀咕中，我看出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于是我翻开作业本，把上面的“优”和
三颗鲜红的“星”展示给大家。“请同学
们用掌声向李正中表示祝贺！”我带头
鼓起了掌，随即，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
声。

要知道，这个“优”对于李正中来
说可是“放卫星”的大事了。刚接班
时，我就感到李正中是个“有嘴没手”
的孩子，课堂上夸夸其谈，课后作业邋
邋遢遢，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我也真正
领教了他的作业铅钢笔描红笔画不
到位，写字歪歪斜斜，作业中错字连
篇。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李氏字
体”，不用看名字，就能一下认出。

此刻，我望了一眼李正中，平时
很能说的他，这时就像旗杆似的，坐得
笔直，脸上有些疑惑与不解，然而，我
还是从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了兴奋与
激越，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他还没有
从课间的那一刹那中回来……

课间十分钟，我埋头赶批着作
业，一路打钩，批到李正中的作业时
卡壳了，我叫同学把他“请”到我的身
边站着面批，他的作业本上有两个错
别字了，我用红笔重重地圈

了出来，一脸严肃地说：“千叮咛，万嘱
托，不要写错别字！要仔细检查！”声
音不高，分量却很重。说完，我抬头冷
冷地看了他一眼，想从他脸上找到悔
过的表情。他没有说什么，眼睛睁得
大大的，眼神好特别，我蓦然发现一种
从心底流淌的渴望，一种对学习的热
情正在悄悄地消逝，他的整个表情变
得木然，我的心为之一颤。

等他走后，我又重新审视这份作
业：字的“个子”缩小了许多；一笔一画
写得重重的，十分清晰有力；他还默了
整整两页词语，哦，相当于做了四天的
作业呀！我着实吃惊不小，不觉翻看
起他前阵子的作业，他的作业整洁了，
字迹端正了，每天的默写总是别人的
两倍，而等来等去却看不到一个

“优”。记得前两天我发作业的时候，
他老是悄悄地翻看优秀作业的名单，
而我当时还曾不屑一顾地阻止他
……噢，我对他做了什么？猛然间，
我仿佛看到了他那带着期盼的眼神
了，仿佛一下子明白他所有的含义
……这份作业好沉，这是一个孩子用

“心”写的，一个简单的对错符号只能
来判断作业的正误，而面对一份真正
有质量的、蕴涵着特别价值的作业，必
须以自己的一颗真诚的“心”去发现、
去触摸、去呵护……

因为懂得了，所以也特别珍惜，
我在他的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写上了
一个“优”，盖上了三颗鲜红的“星”，还
特意画上一张迟到的笑脸。

此后，这样的“特批作业”多了起
来，作业本上又多了许多丰富的内容：
一面面鲜艳
的小红旗，
一个个可爱
的笑脸。

绝招
访仙中心小学刘秀娥

新教材的课文大多文质
兼美，要求背诵的很多。在教
学中，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
在校不抓紧时间读书，回家后
别说读书了，就连起码的作业
也完不成，非要家长在家陪着
才能做好。

这次又碰到这样的学
生。我决定改变思路，于是悄
悄对他说：“你很聪明，老师让
你跟能抓紧时间学习的同学
坐，他做什么你也做什么。看
看，你能不能超过他。老师相
信你！”结果，只跟了一天，就
发现自己做事的速度比那个
同学还快，不光作业的正确率
提高了，课文也会背了。当
天，这个同学喜滋滋的，让同
学刮目相看。再后来，这个同
学不仅能自觉完成原来在他
看来比登天还难的背诵课文，
还破天荒地看起了课外书，学
习劲头可足了！他对妈妈说：

“嘿，老师教我的办法真好！”
让人烦恼的难题，解决起

来居然这么容易，只是教师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一句不是
批评的建议，一句鼓励，这个
同学听进去了，还尝到了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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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校校

手手 记记
点燃农村孩子的艺术梦
访仙中心小学校长 谭习龙

寻找失落的童心寻找失落的童心
荆林黄荻小学荆林黄荻小学 丁淑红丁淑红

特批作业特批作业
华南实验学校华南实验学校 杭志芳杭志芳

学期快要结束，图书管理员突然向我“报案”，说最
近图书柜有两本图书不翼而飞了。按照惯例,我们教
师要么挑几个重大“嫌疑犯”审问一番，要么来个全班
大搜查，实在没辙了，只有恐吓诈骗了。如果还没结
果，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哀叹教育真失败。我略一思
索，必须改变以往的下下策，来个以人为本，达到教育
的最终目的。

我决定向安徒生“求援”，请他来“破案”。于是，在
课上，我利用十几分钟为大家讲了安徒生童话——《皇
帝的新装》。在进行作者介绍和结构分析等环节后，我
开始引导学生讨论：“大家想想，这个童话中，谁最可
爱？”

学生们不假思索地齐声回答：“小男孩！”
“为什么？”
学生们纷纷回答：“因为他说了真话。”

“大家说的没错！可是，为什么只有小男孩说了真
话呢？”

“因为他诚实。”“因为他纯真。”“因为他……”学生
们七嘴八舌。

“对！因为小男孩诚实、纯真，无所顾忌！这全是
因为他还保持一颗……”我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了
两个大字，台下的学生跟着大声地念道：“童心！”

“是的，童心！小男孩有一颗童心，所以他说了真
话；大人们失去了童心，所以自欺欺人。”接着，我谈了
一些历史上不诚实的人和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把话题拉到学生身上，说：“一个人最可贵的是
永远保持自己的童心。你们这个年纪正是童心容易失
落的年龄。小学时，你也许为没能第一批入队而哭鼻
子，而现在，你可能连红领巾也不愿戴了；以前，你也许
常常主动打扫卫生，而现在，你却可能嘲笑别人做好
事；以前，损坏了公物，你也许会主动向老师认错，而现
在你打破了玻璃，却在庆幸没被人发现……这些，都是
童心的失落！”最后，我才谈到丢书的事：“图书柜里少
了两本书，我们不知道是谁拿的，但我可以断定这位同
学正在听我讲关于童心的道理。是的，这位同学的童
心已经失落了，但我仍然衷心希望，他能用实际行动把
童心找回来。我期待着，全班同学也期待着！”

第二天早上，我走近教室，眼睛一亮，两本书放在
我的讲台上，我在心底微笑着，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鼓

起了掌。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
确指出：中小学校要从应试教育
转向全面提高素质的轨道上来。
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
径，对培养学生个性发展，完善人
格，以及造就新世纪人才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访仙中心小学以

“立美育人”为办学特色，从上世
纪1995年提出并付诸实施，迄今
已有整整二十四年。

艺术教育是学校落实“立美
育人”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认为，虽然农村高雅艺术教育缺
师资、缺硬件，大部分农村孩子缺
乏家庭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能否
定农村孩子的艺术天赋，不能关
闭孩子通往高雅艺术的大门。激
发学生对高雅艺术的追求，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用美好的艺术来
丰富孩子生活，滋润学生精神，提
高他们生命质量，是我们不懈的
追求。

近年来，我们在高雅艺术进
校园上，开展了诸多工作：

一、加强学习，统一认识。
转变观念，是行动的保证。

学校分别组织全体行政、教师学
习艺术教育文件，交流学校开展
高雅艺术的意义。通过学习、讨
论、观点的碰撞，让全体教师明
确，学校管理、教育渗透高雅艺
术，既是要求，更是自身的需要，
它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利于教
师的素质发展，有利于学校的品
格提升。

二、校园布置，环境育人。
小学艺术教育的目标，不是

要求学生掌握多高层次的艺术技
能。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让学
生产生对高雅艺术

的向往与追求，掌握一定的艺术
知识、方法技能，才是我们的目
标。在校园文化整体设计时，我
们就考虑了艺术环境育人这一
块：学校在美术室、音乐室、舞蹈
房、书法室集中布置了名家名画、
雕塑、古代书法、现代舞蹈、器乐
等图片资料介绍，学生可以从中
了解作品作者的时代、内涵、价
值；校园围墙、班级文化板块也分
散布置了艺术材料；结合“智慧校
园”的创建，利用“云教育”系统把
影像资料做成二维码，附在材料
上，学生课余时间，了解艺术材
料，再用学生平板扫描这些二维
码，获得动态影像资料，达到了自
主学习，自我提高的目标。

三、实践改革，创新方法。
农村学校缺硬件设备，缺有

高雅艺术素养的教师，借助外力
开展教育活动就成了我校的必
选。

借力网络资源。1.“每周一
歌”。由音乐教师负责，遴选世界
名曲、中国民歌，每周确定一首，
周一中午由音乐老师作简单介

绍，在学校广播系统中上下午课
间各播放一遍；2.“双周一画”。由
美术老师挑选世界名画，布置于
学校的艺术角；3.“书法欣赏”。由
书法老师挑选各个时代的书法家
作品，附上书法介绍或书法家小
故事，布置于学校书法角让学生
欣赏。在展示高雅艺术作品的同
时，少先队大队部开展相关知识
有奖问答，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

借力社会力量。1.外请名
家。学校邀请丹阳书法家殷农、
许立俊来校指导，他们为学校题
字，作讲座，留下了艺术资源，培
训了我校教师；2.用好教师资源。
退休教师邱俊华、华洪钧、杨俊辉
老师的书画在访仙乃至丹阳市颇
有名气，学校请华洪钧老师来校
指导学生书法社团，协助邱俊华
老师在我校举办访仙镇书画展，
发挥了他们的余热，造福了访小
师生。访仙“丽娜舞蹈培训”负责
人周丽娜，是我校毕业的校友，学
校邀请周丽娜来校指导学校舞蹈
社团，每年“六一文艺汇演”展上，

周丽娜指导的学生拉丁舞都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3、内请家长。学
校利用家委会发现、挑选有艺术
素养的家长，参与到学校的高雅
艺术进校园活动。

四、三位一体，展示评比。
高雅艺术进农村学校，最重

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孩
子的艺术梦想。为此，我校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六一艺术
节活动。每年一次的六一艺术节
是我校最盛大的节日，我们邀请
家委会参与，家长与学生同台表
演，掀起艺术进校园的高潮；如

“艺术星”评比。我们每学期开展
“小书法家”“小舞蹈家”“小歌唱
家”等评比活动，从小树立起孩子
的艺术梦想。

近三年，学校先后被评为镇
江市教育现代化先进学校、镇江
市书香校园、镇江市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校、镇江市中小学
社团建设优秀学校、镇江市中小
学教师全员远程培训优秀管理学
校、镇江市学校养正学堂等；学生
参加书画、音乐等艺术类竞赛活
动，每年均有100多人次获省市等
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