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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家国情怀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要广东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廉江市第四小学工作侧记
要要
阴

廉江市第四小学致力创建艺
术教育特色学校袁不久前获得省评
审小组一致通过遥 近年来袁该校以
课题为引领袁形成独特的文化建设
模式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袁学校先
后被评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
色学校尧 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尧
湛江市十大书香校园尧湛江市文明
示范学校尧廉江市书法教育基地遥
学校以课题为引领袁软硬件结
合袁全面落实家国情怀艺术特色教
育遥 该校借助廉江市书法家协会尧
廉江市美术家协会的力量袁打造了
一支教育理念先进尧 教学能力强
大尧团结拼搏尧开拓创新的教师队
伍遥 课题引领全面提升学校文化品
位袁把学校建设成最适宜学生成长
发展的环境遥 梁鸿校长的课题叶小
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曳
已顺利结题袁叶小学家国情怀教育
下校 园文化建设 的研究 与实 践 曳
叶书法教学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
研究曳以及邱丽斯老师的课题叶关
于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教学的研
究曳正在抓紧研究袁这些研究对家
国情怀教育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遥
培英楼下每一根柱子从上学
年的革命元勋的名言袁到本学年的
领袖金句袁从野红色英雄在心间冶到
培雅苑的艺术家名言都给学生良
好熏陶遥 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巨
大牌匾正对学校大门袁 每个教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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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社团文化展示出来袁接受各界人
士的检阅遥 内涵丰富和高规格的文
艺汇演节目成为各地学校学习的
榜样遥 每逢传统节日袁都举办中华
经典诵读尧童谣创作比赛尧我心中
的革命英雄尧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遥
特色教育工作蓬勃开展袁取得
丰硕成果遥 近年来袁学生参加湛江
市级书法比赛获各类奖项 5 人次袁
其中学生邱雨晴荣获湛江市书法
一等奖袁学生梁卓慧荣获湛江市中
小学生千人现场书法大赛小学组
一等奖遥 2018 年 10 月袁该校成功举
中小学禁毒书法比赛袁城区内 20 多
间学校共 100 多学生参赛遥 2019 年
该校师生举行软硬书法比赛袁将获
奖的师生作品粘贴于校内的展示
栏上袁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遥

书法比赛颁奖
办公室都予以设置袁无时无刻影响
着师生的行为遥 综合楼二楼建设了
传播文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袁培
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遥 学校投入
100 多万改建了培雅苑袁融书法室尧
美术室尧图书室尧小舞台于一体袁为
家国情怀艺术特色教育提供了活
动的场地遥 学校将艺术兴趣纳入课

程管理, 开设了书法社团尧 舞蹈社
团尧合唱社团尧武术社团尧葫芦丝社
团尧剪纸社团尧书法 社团尧 国画社
团尧篮球社团尧演讲社团等特色社
团遥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
选择社团进行学习遥 在校园内袁红
领巾广播室每天早晨尧中午播放红
色经典袁讲述英雄经典故事袁每周

星期一都举行学生家国情怀演讲遥
书法教育是该校艺术特色教
育一大亮点遥 学校从每级中选拔五
六个学生组建书法班袁每天利用早
上和第二课堂活动进行训练袁学校
投入大量人力尧物力袁造就书法教
育的特色遥 学校每年元旦尧国庆举
行一次特色社团大汇演袁把各类兴

学生绘画作品展示

坚 守 初 心 善 作 为

乡村男教师

要记塘蓬镇中心小学校长黄诚辉
要要
在领导的眼中袁他是一位优秀
的教育管理者曰 在老师的心中袁他
是专业成长的引领者袁是生活上的
贴心人遥 他就是廉江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尧 塘蓬镇中心小学校长黄诚
辉遥 笔者从他的教育生涯中剪取几
个片段袁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责任
担当与善为袁感受他感人至深的教
育情怀遥
奉献一份真情
野献出一份真情袁传递一份爱
心袁收获一份感恩遥 校长要时刻牵
挂教师的生活袁善于情感留人遥 冶黄
诚辉校长在工作备忘录上写下自
己的感悟遥 他是这样想的袁也是这
样做的遥 在校长会议上袁他再三叮
嘱校长们一定要关心老师袁多为老
师排忧解难袁让教师能安心教学遥
他自己也率先垂范袁经常深入
基层袁为老师送上贴心的关怀遥 大
垭小学地处两广交界袁2016 年该校

招聘两名外地的女教师遥 这两位女
教师没有车袁假期回家要出到镇汽
车客运站袁很不方便遥 黄诚辉校长
知悉情况后袁 就安排专人接送她
们遥 原上垭小学林校长患重病入院
治疗袁经济上极端困难,黄诚辉校长
立即带领全镇的教师捐上五万多
元的爱心款遥 一所学校的老师夫妻
吵离婚袁他登门调解袁促使他们和
好如初噎噎领导心中装着教师袁老
师是他永远的牵挂遥
彰显一个主题
野师德是教师的灵魂袁师德建
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永恒主题遥 冶
这是黄诚辉校长经常挂在嘴里的
一句话遥 塘蓬镇有 28 间小学袁有
480 多位小学教师遥 黄诚辉校长深
知袁 要带好这支庞大的教师队伍袁
着力点就是立德树人遥 为了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袁他亲自制定师德师风
建设的制度袁规定每校每月都要进

行两次师德学习遥
他深入挖掘师德典型袁在全镇
中树立师德楷模遥 黄教小学的林培
顺老师扎根山区 32 年袁安教乐教尧
无私奉献袁深受学生的爱戴遥 黄诚
辉校长搜集林培顺老师的感人事
迹袁推荐其被评为野广东省优秀乡
村教师冶和野廉江市好人冶遥 现在袁林
培顺已经成为师德标兵袁成为一张
立德树人的闪亮名片遥
每年袁黄诚辉校长都组织开展
一次全镇小学师德演讲竞赛袁展示
师德师风建设的成果袁掀起师德学
习的高潮袁有效提高师德水平遥
选准一个突破口
野要向管理要质量遥 冶黄诚辉经
常向校长队伍灌输这些理念遥 在走
马上任中心小学校长的第一个年
头袁他就走遍全镇 28 间小学袁进行
专题调研遥 针对存在问题袁他采取
应对之策袁推行精细化管理遥 他组

织举行研讨会袁集中智慧袁共同制
定精细化管理的制度袁让每一间学
校都做到分工明确袁每一项工作都
有人负责跟踪落实遥
精细化管理更新了校领导队
伍的管理理念袁有效提高了教学工
作的管理水平遥
打造一个平台
野振兴中华的希望在教育袁振
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遥 冶黄诚辉校
长深知院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袁就
是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遥
他走科研兴教兴校之路袁倾心
打造野蓬山学堂冶课改平台袁让课改
成为促进教研交流活动的桥梁和
纽带袁让教师得到锻炼袁助力教师
专业成长遥 现在袁一批教师迅速成
长起来袁成为镇教研骨干教师遥 柯
璜巧尧揭英兰等教师参加廉江市教
师优质课竞赛荣获一等奖遥 课改让
课堂更加精彩袁 更髙效遥 野蓬山学

（外一首)
堂冶这朵课改之花袁已经在塘蓬小
学的校园里扎根生长袁 嫣然绽放袁
春色满园浴
野蓬山学堂冶课改在社会上得
到广泛好评袁市教育局为此专门召
开小学课改会议袁给予推广遥
坚守一份初心
野当一名人民教师袁为国家培
养更多更好的有用人才遥 冶这是黄
诚辉校长献身教育的初心遥 从走上
三尺讲台的那一天开始袁他就践行
这个教育人生的理想袁 辛勤耕耘袁
用爱心施教袁精心育人遥 扎根塘蓬
山区 30 年,黄诚辉醉心教育,坚守
初心袁矢志不渝遥 他引领教研团队
在课改的路上探索前行袁 乐在其
中袁渐入佳境袁收获一路芬芳遥
渊胡均林冤

乡 村 教 坛 老 黄 牛
中考前夕袁吴老师坐了三节晚
自修的班袁批改完第三次模拟试卷
并写了小结袁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
五楼的家袁 已经过深夜十一点半
了遥 赶紧去冲凉袁明天早上六点钟
前得起床遥 不然袁就不能提前几分
钟赶到教室看班了遥
吴老师的妻子感到很奇怪院老
吴平时冲凉袁 都是三下五除二袁干
脆利落得很遥 这次怎么啦钥 怎么这
么久还没有出来呢钥 推开卫生间的
门一看院坏了袁老吴晕倒在地遥
经过抢救他才苏醒过来遥
持续超负荷的班主任工作袁紧
张激烈的中考备考复习袁让年过半

该校对各种美术尧朗诵比赛都
积极参加袁学生先后获得全国尧省尧
市各级奖励数十项遥 其中的课题引
领作用更加明显袁梁鸿尧李东师尧谢
珍凤尧黄祖玲和钟红霞几位领导老
师获得全国野清玄杯冶朗读大会先
进个人奖遥三位英语老师在 2020 年
湛江市 PEP 小学英语语音绘本资
源征集活动中荣获二等奖遥 该校有
专职艺体教师 21 人,其中音乐教师
7 名,美术书法教师 6 名,体育教师
8 名遥 艺体教师一专多能袁人人各具
特长袁比如书法尧葫芦丝尧国画尧舞
蹈尧剪纸尧武术尧篮球尧合唱等遥 良好
的师资条件尧 共同的敬业精神尧浓
郁的艺术氛围袁让该校特色教育不
断取得新进展袁让家国情怀艺术教
育魅力无穷遥

百的吴老师有点吃不消袁体力仿佛
透支遥 第二天一早袁吴老师又像往
常一样爬上教学楼五楼袁平静地站
到讲台上袁巡视着同学们的早读遥
吴老师袁是一位从教四十年的
乡村教师遥 在 1995 年调入新建的
河唇二中之前袁 吴老师已经在横
窝尧丰梢尧新屋仔等偏远村小学和
初中点辗转教了近 20 年遥 他坚守
着农村基层第一线袁 当班主任袁当
少年辅导员袁也当过副校长遥
在河唇二中袁我和吴老师是老
搭档袁 经常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遥
吴老师是来得最早和走得最迟的
老师遥 一有空闲袁我们就探讨教育

阴尹翔学

教学特别是学困生的问题遥 吴老师
朴实无华袁谦虚好学袁诲人不倦袁给
我树立了勤勤恳恳的乡村教师的
榜样袁也告诉了我什么是任劳任怨
的老黄牛形象遥
吴老师是数学科组长袁长期当
班主任和执教两个班的数学袁而绝
大多数学年是教毕业班遥 每个工作
日袁吴老师经常是除了吃饭尧睡觉袁
就抓紧时间备课尧上课尧批改作业尧
批改试卷和看管辅导学生遥
我很纳闷袁吴老师就没什么病
痛或者没什么家事要处理吗钥 怎么
没有见吴老师请过假呢钥 这大概就
是想干事尧能干事的乡村教师的状

态吧遥 我曾好奇地问院野吴老师袁您
整天这样不停地批改作业试卷袁就
不厌烦吗钥 冶吴老师摘下老花镜袁随
和地笑着说院野闲着也是闲着袁有空
就多做一点吧遥 打了这份工袁就要
对得住良心袁对得住学生和家长遥 冶
多么朴素实在的话语啊浴 没有
半点儿花花肠子遥 我曾多次去学习
和借鉴吴老师批改作业尧试卷的方
法遥 我发现袁吴老师所有的作业试
卷都是全批全改袁而且批改得都那
么细致袁连画图直线的细微偏差都
有错必改遥 我清楚地记得袁我们所
教的班袁每位同学每科都是两套作
业试卷遥 就我教的语文而言袁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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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城镇的喧嚣
陪伴在身边的
只有琅琅书声
没有显赫的地位
没有炫人的财畗
平凡是你的代名词
下午放学了
剩下寂静的校园
晚上
听见吱吱的蟋蟀叫声
仰望天空
星星在眨眼
你的身影
在昏暗的灯光下
顺着学生作业的字里行间
在来回摆动

秋天的校园
认为是勤奋的了袁就是不吃不睡都
做不到吴老师那样的认真袁也没见
过有别的老师能做得那样的细致遥
吴老师居然能充分利用好点点滴
滴的时间袁驾轻就熟地袁不厌其烦
地袁做到最好袁做到了极致遥 而且是
只问耕耘袁不问报酬遥
吴老师仍旧一如既往地伏案
工作袁无怨无悔遥 吴老师学历不高袁
似乎没有很耀眼的光环袁但如果我
们每个乡村教师袁都像吴老师那样
兢兢业业袁 何愁教学成绩上不去
呢钥 何愁乡村教育不振兴呢钥
他就是与我共事二十多年尧深
深影响着我的吴仁强老师遥

暑假悄悄结束
校园
便迎来了热闹声
教室内
一双双求知的目光注视着前方
仿佛要把黑板上的数学题目熔化
操场上
孩子们在拼命打球
他们要把身体的能量尽情释放
秋风吹过
扬起片片碎草黄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