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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园大天地
劳育结合平台

11月2日,伴随着下午4点
30分的铃声响起，附小太白湖
校区的学生们迎来了新一天
的课后延时服务，在教学楼后
面的小菜园种植实践基地里，
白菜、茄子、胡萝卜、辣椒等蔬
菜长得郁郁葱葱。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忙着整地除草，将刚
刚成熟的白菜小心刨出，有的
正向教师分享自己的新发现，
这处菜园是学生每周必“打卡”
的绿色“地标”。

“自然为教材，天地为教
室，最好的劳动教育就是要让
孩子去劳动。”谈及设立小菜园
种植基地的初衷，附小太白湖
校区校长谢洪新饶有兴致地告
诉记者，2018年建校时，学校为
了让生活在城市的孩子近距离
感受自然、体验劳动，特意留出
了一块空地，让学生从中尽情
探索，感受生命的成长，体验劳
动、收获的喜悦。

学校将小菜园种植实践
基地辟为5块，每个年级都有
属于自己的一块小菜园，并赋
予不同的含义，四年级奇幻绿
园、五年级东篱囿······学校
将“小菜园”变劳动教育“大课
堂”，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农
作物，学习劳动生产技能，体
会农民的辛苦和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达到了劳动、学习两
不误。四年级6班的学生杜书
萱兴奋地说：“小菜园开垦种
植浇灌等过程，都是我们利用
劳动课和课余时间完成的。我

们在整个过程中体会到了非
常多乐趣，也体会到了农民伯
伯种植庄稼的辛苦，也给我们
上了一堂勤俭节约、爱惜粮食
的课。”

在附小太白湖校区，像小
菜园种植实践基地这种关注
学生个性化成长的点睛之笔
还有很多。行走在教学楼，走
廊地面的水滴元素吸睛十足，
蓝色水滴环绕黄色水滴。问及
其中含义，谢洪新解释说：“我
们用水滴代替传统的斑马线，
一点一滴，汇聚成河，大水滴
代表教师，小水滴代表学生，
每一个不同特点的孩子，都是
一颗小水滴。作为教师，要带
领每一颗小水滴蓬勃生长，涌
进宽广的海洋。而黄色则起到
了警示作用，提醒孩子不仅要
改掉生活中的交通陋习，掌握
交通安全知识，更要努力充当
日常生活中的黄色预警信
号。”在拥有20多年教育教学
经验的谢洪新看来，教育是为
孩子服务的，如何让有利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如何促进孩子
全面发展？是学校一直致力研
究的课题。

设置心语信箱
架起沟通桥梁

正是在尊重学生的个性
化成长的反复思考下，学校优
质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心
语信箱”就是其中之一。“在一
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中，有学
生提出想把自己学习、生活、
家庭、心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
通过写信的方式告知学校。”
谢洪新介绍，学校知悉后，在
教学楼的显眼位置设置7处信
箱，“心语信箱”开通短短几
天，信箱中就塞满了信件，学
生把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甚至对学校的规划、管理
的建议投递到信箱，寻求教师
的帮助和指导。学校教师定期
查阅信箱，认真仔细地阅读每
一封信，分析其中的内容，针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或解答指
导，或给出建议，或提出看法。

“心语信箱，是一座师生
交流的‘沟通桥’，是一把开启
学生心扉的‘金钥匙’。这种沟
通渠道像一缕缕阳光，照射在
孩子幼小的心灵，让每个孩子
都感受到温暖，使生命朝着健
康的方向发展。”谢洪新如是
说。“今年6月份，学校教师在

信箱里收到了一则五年级学
生的匿名信件，学生在信中道
出了自己对校园的不舍，希望
教师能带着他们最后参观一
次校园。”在收到学生的来信
后，谢洪新和教师感动之余又
有几分欣慰，当即决定和全校
教职管理团队带孩子再重新
参观一下校园，满足孩子们毕
业前的最后一次心愿。

在教学楼一楼的一处角
落，一片绿意映入记者眼帘，
走进其中仿佛置身森林旷野，
展柜里摆放的飞禽走兽标本
令人驻足。这是学校精心打造
的“森林狂想曲”生态园，将仿
真标本搬进校园，配以“森林
狂想”的乐曲，营造出一座绿
色、清新、纯净的伊甸园，打破
了传统标本馆展览模式，与校
园北边生态园联合打造出附
小太白湖校区独具特色的“森
林狂想曲”生态园。生态园中
那些以真实标本营造的仿真
生态环境，让孩子们感受自然
的千般姿态。“生态园的建成，
不仅让师生们有机会亲近小
动物，还把科学课本中动植物
的知识更直观地展现出来，进
一步激发了大家对动植物科
学知识的学习热情，更有利于
提高学生们的自然科学素
养。”谢洪新说。

开设21个社团
提供个性空间

“来新区置业安家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适龄入学儿童也
随之增加。附小太白湖校区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谢洪新告诉记者，4年来，学校
完善了以“水润”文化为导向，
秉承让“每一个生命滋润成
长”的校训，营造“上善若水，
和合至美”的校风，打造“严爱
守正，从善如流”的教风，培养

“灵动自然，滴水石穿”的学
风，传播文明，探求新知，关注
每一名学生成长，尊重学生的
个性发展，学校还致力于将本
土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中。将太
白湖文化列入学校校本课程，
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太白湖、了
解太白湖。

“平时忙于工作的我们不
仅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在
学校教师的引导下，还了解到
了孩子更多元的一面，家门口
的优质教育资源让我们的工
作、生活更安心。”吕艳红是三

年级5班学生张隽琳的母亲，
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行为习惯
自己都了如指掌。“我们应该
是看着学校一步步发展得越
来越好的。孩子的任课教师都
是温文尔雅、耐心负责、干劲
十足。学校的教育质量、社团
开展以及获得的成绩也是有
目共睹的。孩子在学校积极参
加社团活动，每次表现都让我
们惊喜。入学3年了，她不但养
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变得
自信起来，发现了自己身上的
闪光点。”吕艳红说。

“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
太白湖的历史文化底蕴渗透
到学校教学中来。近年来，学
校多方位打造校园文化，让学
生视线所到之处，都带有教育
性。这些校园文化也在无形中
影响着家长，让他们更融入学
校的文化氛围，更认同学校的
教育理念，更有生活在新区的
幸福感、满足感、认同感。”谢
洪新表示，在每周的“课后延
时服务”中，学生们拥有充分
的学习自主选择权，教室内的
他们可翻阅不同学科类别的
书籍开阔自身视野，亦可手持
纸笔书写作业，如遇难题还可
现场向班中服务教师进行请
教，让心中疑问、不解得到及
时解答。“课后辅导为我提供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养成
了自觉完成作业的好习惯，提
高了我的学习效率。”谈及课
后服务为自己带来的点滴变
化，来自四年级8班的学生王
艺博表示获益良多。他坦言，
现场向教师请教能帮助自己
更好的加深知识点的掌握。自
己从一年级就喜欢陶艺，每周
三的陶艺社团是自己最期盼
的一节课，参加社团活动三年
来，自己已经从一名“小白”成
长为能够制作多种陶制容器
的“大师”。

除了每天看护写作业，根
据学生的爱好、兴趣要求，附
小太白湖校区充分利用学校
资源、社会资源，在高质量开
设国家学科课程的基础上，还
增设电钢琴、舞蹈、足球、篮
球、羽毛球、传统武术、沙画、
陶艺、印染、木工、棋艺、英语
等21个涉及艺术、体育、文化
等方面的学生社团活动。通过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充分挖
掘学生内在潜力，发展学生以
美辅德、以美益智、以美促体、
以美怡情的个性特长。

发挥“磁铁”效应
年轻教师促优

“从教10年，附小朝气蓬
勃的教学团队让我有了长足
进步。”秦海荣是二年级5班的
语文教师，2018年通过骨干教
师招聘从乡镇小学来到附小
太白湖校区。“初来附小太白
湖校区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
悦。在这里工作的4年，我经历
了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在教学
上，学校安排了结对帮扶，经
验丰富的师傅帮助我不断自
我成长；学校建立‘校长带头、
中层示范、育人导师为主体、
全员参与’的教师全员大家访
工作机制，各班级制定‘一班
一案、一生一策’等相关教学
制度，每周的教研活动也让全
体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如果要说学校这4年来的
变化，那一定是快速成长的教
师们。”谢洪新说，学校第一批
年轻教师如今都已经成长为新
区教育战线的教学骨干。学校
开展骨干教师培养研讨课、青
蓝工程徒弟汇报课、人人一节
公开课等课堂研讨100余节。学
校组织开展“校级优质课”“一
师一优课”评比活动，促进了教
师转变教学观念，提升课堂教
学技能，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在“党建领航，立德树人”
的引领下，附小太白湖校区形
成了“党建带团建，团建带队
建”的党建特色品牌。“学校把
教务处、党员活动室、财务室、
教师办公室等办公场地设在时
空长廊两侧，焕发党员活力，很
好地发挥了‘磁铁效应’。在党
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下，一群年
轻教师正共同成长。”谢洪新介
绍，学校党支部定期带领师生
在“不忘初心，党建领航”教育
时空隧道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真正把初心融入教育教学中，
在提升党性修养中继续前行。
在党建引领下，学校不断彰显
文化传承创新水平，先后获得
济宁市交通安全示范学校、济
宁市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先进
集体、济宁市文明校园、济宁市
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学校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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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邓超 崔常松 通讯员 王香凝

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深秋时节，走进济宁学院附属小学太白白湖校区(以下简
称“附小太白湖校区”)，一阵阵激情满怀、朗朗的读书声传来。劳动实践课上，学生向教师学习如何铲地护苗；操场上，学生正在投球
训练；合唱社团里歌声嘹亮……教师讲课激情澎湃，学生个个精神饱满。

济宁学院附属小学太白湖校区。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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