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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祭英烈

中学师生在龟山
肃穆寄哀思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杨涓）4月2日，武汉市
第三初级中学七八年级600多名学生前往龟山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祭扫活动中，师生们缅怀历史，讲述向警予
烈士生平事迹，向烈士墓敬献花篮。八年级历史
老师张玉君带领大家回顾历史，向802班的同学
讲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
部长向警予的故事。同学们依次走到烈士墓前，
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绢花，表达对烈士的无比崇
敬和怀念。

随后，师生们沿着山脊来到龟山的最高点，
齐诵毛主席诗词。学生们分班级站在台阶上，
八年级学生面对长江齐诵《长征》，七年级齐诵

《水调歌头》，同学们诵读红色经典，重温革命
历史，激情澎湃，回声阵阵。

该校副校长陈昊介绍，学校以清明节为契机，
带领学生重温红色记忆，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
基因，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
学生不忘革命先烈，珍惜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树
立远大的理想，培养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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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郭丽霞 摄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校长王萃读《窗边的小豆豆》

适合孩子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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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梦想进入“巴学园”
“我手中拿的这一本书已经很破旧了，

它跟着我走过了我担任校长的5所学校。”王
萃说。多年来，她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利用午休、晨会或临时代课的时间，给孩子
们讲这本书。无一例外，孩子全都喜欢上了
这本书，对书中的巴学园向往不已。

王萃介绍，《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著名作

家黑柳彻子的亲身经历，被翻译成33种文字，
畅销多年。“窗边”是指被排斥在外围、不处于
主体地位。小豆豆是作者本人，她是被排除在
主流意识之外的一个孩子，有一些不被人们认
可的行为，最后在巴学园里接受了最具个性
化、对心灵关怀备至的教育，获得了成长。

这所学校有很多不同：它的校门是两

棵矮矮的树；教室是一辆电车；孩子可以根
据当天心情自由选择座位；老师不授课，孩
子自己学，不懂的问题再去问老师，老师会
不厌其烦地讲清楚为止……

巴学园的很多孩子身有残疾或存在各种
“毛病”，可孩子们在这里得到了他们渴望的爱
与尊重，他们自由地呼吸，健康快乐地成长。

像“小林校长”一样呵护、尊重孩子
王萃认为，巴学园里的小林宗作校长是一

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许多教育理念值得我们
借鉴：平等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心；热爱大自
然，让孩子尽可能保持自然的性格；保持孩子
内心的纯净与自然；尊重孩子的个性等等。

王萃提到，小豆豆被别的学校退学，来
到了巴学园。小林校长第一次与小豆豆见
面，就单独听她喋喋不休讲了 4 个小时以前
做过的事情。小林校长没有丝毫不耐烦，
为小豆豆的高兴而高兴、悲伤而悲伤。巴

学园里召开运动会，小林校长为一个叫高
桥的残疾孩子专门设计了运动项目，让他
拿到了爬楼梯等项目的第一名，从而建立
了自信心。

“好的教育，要让孩子保持内心的纯净与
自然。”令王萃印象很深的是，巴学园的学生
平时不是被关在学校里，而是在大自然里生
活。吃饭时，孩子们自己带便当，根据食材的
产地分为“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下午老
师带着孩子们去野外散步，并将相关课程内

容渗透在轻松的散步中。
“各位家长，你们想一下，如果自己的孩

子顽皮好奇，经常把书桌的盖子关了开、开
了关，你会怎么做？很多妈妈恐怕早就‘河
东狮吼’了。”王萃说，小豆豆就是这样一个
极具个性的孩子。小林校长却经常说：“你
真是一个好孩子。”巴学园里的孩子大都活
泼好动，衣服经常被挂破，小林校长就让他
们都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弄脏弄破也没
有关系。

选择适合孩子的培养方式
王萃说，《窗边的小豆豆》带给她很多

反思，她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暴露出的问
题 是 技 术 层 面 发 展 得 太 快 ，灵 魂 却 跟 不
上。王萃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引导孩子学会爱、善与智慧。教育是一
种慢的艺术，我们经常把教育子女比喻成养育一
盆花，一边养一边看，静待花开。人的灵魂深处只
要有爱、有善、有智慧，他的未来就是可期的。

第二，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对孩子撒手不
管，完全“靠天收”，可实际上，花草需要修剪，
孩子也是一样，他们的成长必须要我们不断修
正，给予帮助。二是矫枉过正，家长严格按照
自己心目中所想来培养孩子……可孩子不是
盆景，必须长成大人想要的那个样子。每一位
父母都应该给孩子提供肥沃的土壤，然后细心
观察孩子属于哪一类型，选择适合他们的培养

方式，并适度引导，除“杂草”保成长。
第三，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每一

个孩子成长的途径没有确定的指向，孩子的未
来有无限可能，这也是每个孩子的价值所在。
孩子喜欢画画、弹琴，但今后他可能从事的工
作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培养方法，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教育。

（长江日报记者郭丽霞 通讯员李莉）

“狭路相逢勇者胜”

数学名师为
武汉高三学子加油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黄建华）4月1日，长江日
报公益名师、湖北省特级教师、武汉市第六中学徐
涛老师走进武汉市长虹中学，与师生们就高考数学
如何权衡复习重点、把握关键分、应对高考难题等，
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在武汉六中，徐涛不仅带高三年级数学，还
是班主任，对于高三学生现阶段的压力，他很能
理解。“你们对数学是什么感受？”开讲前，徐涛先
将问题抛给学生，在听到“有趣”“挺难学”的答案
后，他表示了认同。“数学是规律性不太强的学
科，想要学好，需要投入时间，方法也很重要。”徐
涛建议学生们，现阶段备战的首要任务还是回归
课本知识，不要一味刷题。一定要带着思考去读
课本，每天留出10到20分钟，读1到2节，认真地
看书中的概念和公式的由来，争取能够倒推出

来。
有学生问：“复习过程中该如何权衡复习重

点，到底该巩固基础还是突破难题？”徐涛认为，
复习首先要做好基础，把会做的、能拿分的全部
拿到手，然后再去做压轴题。

徐涛跟同学们介绍，八省联考的题型跟常规
题不太一样，而高考的数学题往往也很活。所
以，当考试中遇到非典型问题时，不要被吓到，需
要保持冷静去思考，“狭路相逢勇者胜！”

比高三学生压力更大的，就是高三的科任老
师们了。在徐涛与学校教师交流中，数学组长舒涛
介绍说：“学校的老师们都特别能吃苦，在教学上努
力实现差异化，为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提供课后
辅导。数学老师几乎每天忙着上课、做题、改卷子，
就是希望学生能把该拿的分拿到！”

自己动手用废旧的铁皮做花桶，到厨房领
取菜叶、蛋壳沤肥，从一粒粒种子开始培育秧
苗……每到大课间时分，江岸区新村小学的一
群“都市小农夫”就开始忙碌了。据悉，这学期
该校开展了“新劳动，心飞扬”系列实践活动，
激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美。

初春的武汉，天空时不时会飘起牛毛细雨，
对于新村小学的“小农夫”而言，简直是大自然
的恩赐，“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3月30日
上午，趁着雨水“开小差”的间隙，该校六（4）班
的“小农夫”抓紧时间开始分工协作，第一小分
队负责为铁皮桶打孔；第二小分队负责将沤好
的肥拌进泥土里；第三小分队去领取各种菜种、
秧苗，准备播种、扦插……

“打孔还是比较讲技巧的，要用到电钻，需
要跟小伙伴们一起协作。”男生廖轶宸被分到打
孔组，第一次拿电钻的他有些紧张，独自操作时
铁桶“调皮”得很，不安分地在桌上晃来晃去。见
状，两名小伙伴马上伸出援手，用双手稳住铁桶，
以便廖轶宸下手。完成任务后，廖轶宸也悟出
了一点心得：要有团队合作意识，相信队友！

在操场的一角，辅导老师一边给第三小分
队的部分学生分发菜种，一边讲解如何辨识不
同的种子。女生龙奕璁和队友接过种子认真观
察、对比。“它们大小不一，苦瓜的种子大，辣椒的
种子小，而且形状、颜色也不尽相同。”龙奕璁
说，她很喜欢上劳动课，也乐意跟种子、秧苗、泥
土打交道。“一粒不起眼的种子蕴含着强大的生
命力，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也可能结出硕大的
果实，还可能成为令大家赏心悦目的整个春
天。它用一生为人类提供物质与精神营养。”

“等到瓜菜成熟时，我们还将组织学生采
摘、烹饪，一起分享劳动的果实。”该校德育主任
王慧介绍，这批种子、秧苗主要有辣椒、番茄、苦
瓜、瓠子等，下一阶段还将分批组织学生参与

“守望成长”自然笔记的制作。
新村小学校长董琼说，在劳动教育中，学校

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和身心特点，立足学生能力
目标开发劳动实践课程。“将劳动的种子播撒在每
一位孩子心中，让它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让学生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用双手
成就美好未来。”

（长江日报记者向洁 通讯员朱洁）

我们的劳动课

播种扦插样样在行

“都市小农夫”课间种菜忙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李雅红）4月1日，武汉
迎来2021年度首个外地研学团。孝感市实验小学
600名同学前往中国建筑科技馆开展研学实践。
该馆是国内首家以建筑科技为主题的展馆，由该团
承接方“武汉学知”精心设计，这次活动将重点放在
古代建筑展厅和“两山”医院建设纪实展览厅。

活动当天，同学们首先来到古代建筑展厅，
世界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
东大殿等中国古建筑，被一一复刻展示，吸引同
学驻足观看。

展馆内陈列的建筑展品颇多，但不论是木构塔
楼还是皇家阁楼，都应用了榫卯这一传统悠久的结
构形式。牌坊的横额与立柱的连接，靠的是榫卯，而
木建筑的梁柱体系，更是榫卯技术的集大成者。

“榫卯是我国古代建筑技艺，最早可追溯到
大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时期。具体来说，
凸为榫，凹为卯，凹凸咬合，起连接作用。”建筑馆
的老师介绍。

同学们惊讶地发现，屹立千年不倒的应县木
塔高达67.31米，全塔榫卯结构咬合，没用一颗钉
子。榫卯结构的作用为何如此之大？优点有哪
些？还有哪些代表性建筑？参观结束，建筑馆老
师带来一场讲座，将以上问题一一解析，解开了
同学们的困惑。

老师还给同学现场分发鲁班锁，让他们动手
拆卸又重新组合、拼装。鲁班锁是榫卯结构的代
表之一。“有点难，但是很好玩！”五年级学生吴雨
泽表示。他很惊讶，古人竟然这么聪明。

如果说在古建筑展厅，同学们感受到的是传
统建筑技艺的魅力，而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纪实展览厅，他们重温了“两山”医院的建设奇迹，

感受到了“中国速度”背后的团结与守望相助。
按满红手印的请战书、写满祝福语的防护

服、沾满泥土的安全帽……现场展品大都来自抗
疫一线，高度还原彼时全国人民共克时艰的场
面，近距离地感受这些，同学们心潮澎湃。

同学们用手机拍了不少抗疫英雄的照片。
他们得知，当时医院建设工期极短，难度极大，每
一步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乃至分钟，24小时昼夜
不停施工，建设者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所
有人一起努力才打赢了这场仗，我们要向他们说
一声谢谢。”这是同学们参观后共同的心声。

学校校长说：“希望孩子们能在国际视野中
理解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既胸怀祖国，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入认知，又理解世界多元文
化，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建筑科技馆里感受中国文化和精神力量

武汉迎来今年首个
外地研学团

同学们参观古代建筑展厅。 王琨喆 摄

我有个“钢情”老爸，只不过此“钢情”非彼
“钢琴”。我爸并不会弹钢琴，为什么说他是“钢
情”老爸，看了下文你就知道了。

我爸爸 1 米 8 的个子，有一点点胖，身材魁
梧，脸色略黑，眉毛又粗又浓，胡子特别多。我爸
不太喜欢穿西装，平时经常穿休闲服，他说这样
感觉更随便自在。但对于我的教育问题，他从来
都不随便，堪称“钢铁侠”。

就说上回我练字吧，说好了每天练两张纸。
有一天作业少，好朋友约我出去玩。我向老爸申
请，老爸麻利地回复说：“练完再去玩。”我又使出
无敌撒娇法，像块橡皮糖似的黏糊着老爸，说尽
了甜言蜜语，并一再保证明天认真完成两天的
字。我想这回他会让我去玩一下了吧？可你猜
怎么着？老爸笑眯眯地回复：“练完再去也不迟
呀！”气得我马上要撒泼耍赖时，他补了一句：“乱
画怕是要重写哦！”我已无话可说了。谁摊上这
么个软硬不吃的“钢铁直男”老爸，谁就知道其中
的滋味。

别以为我们家的“钢铁侠”是个傻大个、直肠
子，他的情商跟他的个子一样，可是非常高的

哦。有一次，我妈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但是老爸有急事，没能赶回来陪我们吃。爸爸回
家后，看见妈妈脸上“乌云密布”，眼看就要“电闪
雷鸣”了。他不急不躁，满脸堆笑，双手抱拳，弯
腰作揖，嬉皮笑脸地说：“亲爱的皇后，刚才与大
臣商议要事，实在无法陪您和公主用膳，请您原
谅。”说完，他一脸诚恳地看着我们，并不停地前
后晃动双拳，我们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就这样，“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孙子兵法》
里说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我老爸把
这招用得炉火纯青！有了这样一位高情商的爸
爸，我们家里常常充满了欢声笑语。

莎士比亚说，“幽默是智慧的闪现”。老爸
说，要想做到高情商，最重要的不是接纳别人，而
是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妈妈也说，幽
默感强的人，内心总是装着别人，我觉得我的“钢
情”老爸就是这样的人。

指导老师张莉点评：作者用诙谐的语言记真
事、抒真情。通过选取爸爸对“我”学习严格要求，
生活中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化解家中的“战事”，刻
画了做事有原则，生活有情趣的爸爸形象。

“钢情”老爸
武汉市青山区吉林街小学309班 宋品优

佳作
赏析

名师
开讲

研学
展台

同学们用自制的铁皮桶分装泥土，准备种菜。 长江日报记者向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