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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新教育实验

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整体构建
基于新教育实验中小学一体化德育体
系的指导意见》，主要开展营造书香校
园、推进每月一事、培养卓越口才、研
发卓越课程、构建理想课堂、缔造完美
教室、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
建设数码社区、家校合作共建等“十项
行动”。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科长樊军
茂说：“从2019年起，市教育局引进了
新教育实验，在全市实施新时代、新教
育、新动能的品牌项目，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重点措施是引进了新
教育实验项目，学习教育先进地区先
进经验，整合现有教育资源，从‘十项
行动’方面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和学校的德育工作。目前，全市
有300多所学校开始了新教育的实验
项目，学生养成教育逐渐有了抓手，学
校的社团活动、课后服务丰富多彩，全
市中小学德育体系逐渐规范，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更加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未成年人。”

近日，在榆林高新区第一小学四
年级六班的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
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
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天的晨
诵，将每一寸玲珑的晨光变作优美的
诵读，嚼出书本的芬芳。晨诵是榆林
高新一小读书活动中的一项具体内
容，也是其落实新教育实验“营造书香

校园”措施的具体体现。“新教育实验
是一个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
香校园等‘十项行动’为途径，以帮助
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
的的教育实验。在这里，学校找到了

‘文化立校’的生长点，我们采取‘小处
着手、分层实施、逐步推进’的办法全
面开展，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全面推
进了素质教育。”榆林高新区第一小学
校长冯班连说。

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科
长樊军茂说：“下一阶段我们要进一步
推广新教育实验项目，把‘十项行动’
和学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相结合，以
及和目前的‘双减’工作课后服务相结
合，全力推动‘十项行动’在学校落地
生根，争取让每位教师有课程、每名学
生有特长、每所学校有特色。”

评选新时代好少年

我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全过
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使孩子们从小受到核
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熏陶，努力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日前，榆林高新区小学举行了“榆
林高新小学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宣讲活
动”。自立自强、阳光向上的好少年曹
煜坤，勤奋踏实、真诚善良的好少年鲍
恒丞在台上宣讲，全校师生共同聆听。

高新小学校长王丽说：“培养、评
选、宣传新时代好少年，是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措施，学校通

过日常教育、开展主题班队会、少先队
活动课程以及国旗下演讲等多种方
式，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具有
高尚道德情操的少年儿童，同时通过
层层推选的办法，评选出班级、校级新
时代好少年，学校每学期都进行新时
代好少年优秀事迹报告会，用这些好
少年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
童，让人人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我市持续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
习宣传教育活动，示范引领未成年人
心有榜样、行有方向。连续评选9届
市级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373名，
其中1人入选“全国十佳美德少年”，
61人获陕西美德少年及提名奖，荣获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
1个，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工作者3人。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

走进榆林高新区第六小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校
园各类学习生活场景。校园四周“创
文”宣传标语醒目，校园宣传栏里展示
文明教师、榆林好人事迹，校园内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雕塑、建筑墙体、活动展
厅、走廊作品展区、教师办公室等，处处
皆是育人之地，文明之风拂润整个校园。

榆林高新六小校长李莲娜说：“我

们一直相信教育无处不在，成长点滴相
随，高新六小一直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
设，首先从校园环境入手，打造干净整
洁、温馨舒适、绿意盎然的学生学习生
活环境；第二是文化浸润，每个班级都
设有班规、班训，甚至每个班级还谱写
了自己独有的班歌，这样形成一种具有
班级凝聚力的班级文化，让每个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团队感；第三方面
是活动践行，学校开展系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红领巾心向党等主题活动，让学
生能够从小学会爱祖国、爱红领巾、爱
身边的同学、爱我们的家乡榆林，我相
信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所有的六小学子
都能够在校园里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拥
有成长的良好平台。”

此外，我市把创建文明校园作为
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
体，严格按照思想道德建设好、领导班
子建设好、教师队伍建设好、校园文化
建设好、优美环境建设好、活动阵地建
设好“六个好”的建设要求，开展“文明
校园”创建活动。同时，依托“陕西省
文明校园动态管理系统”，加强日常考
核，常态化进行文明校园督导检查，强
化属地监管责任，推动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目前，已创建成全国文明校园4
所，省级文明校园8所，市级文明校园
81所，文明校园创建的学校参与率达
到100%。

10月9日，榆林科技馆联合榆阳
区科协“科普大篷车”走进榆林市高新
三小，该校千余名学生参加。同学们
围着展品仔细地研究，探索其中的科
学奥秘。

集合数学、光学、电学、力学、物理
学的科学原理，妙趣横生的科普展品
给同学们呈现出科学的无限魅力。同
日，高新三小举办了第六
届科技信息节，科
技 小 制 作 、
Scratch 趣味
编程社团、
机 器 人 社
团、创客空
间等科技活
动吸引了许
多家长驻足
观看。

记者
王婷 摄

体验科技魅力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数”，真正的师生相遇就如柏拉图和苏
格拉底，颜回和孔子，萧红和鲁迅，甚
至汪曾祺和沈从文……

多年前，我从榆林师范学校毕
业，走上教育之路，将人生定格于“三
尺讲台”，一晃已经 20 年。回顾走过
的教育历程，有迷茫，有辛酸，但更多
的是温暖。

回归田园，和一群农村孩子的美
丽邂逅。

2001 年 8 月的那一天，是我踏上
教育征程的第一天，记得当时爸爸用
一辆驴车拉着我的所有行李，翻山越
岭，走了多半天的时间才把我送到执
教地点——卢家铺小学。全校共有
100多名学生，5位教师。依稀记得当
时孩子们见了我们（同时分配在此校的
还有另一位女孩）的新奇，眼睛里有探

究，更有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们每天除
了上语文和数学外，还化身音乐、美术、
体育老师，放学和周末还和孩子们一起
摘酸枣，挖苦菜，掰玉米……

2004年8月，我调到了大河塔镇初
级中学，面对个子比我都高的中学生，
心里有点犯怵，我能胜任吗？记得当时
有一位男孩子叫小A,他面黄肌瘦，每节
课都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很多时候我
会过去狠狠地敲一下他的桌子，严厉地
说：“要睡觉回宿舍去，现在是上课时
间。”看着他一脸的不耐烦，我怒火中
烧，心想：“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那年冬天，我得了流感，强忍着不
适上完了一节晚自习，回到宿舍坐下
休息，突然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是小
A，他手里递过来一袋牛奶，一脸尴尬
地轻声说道：“房老师，给你。”我顿生
几分感动，说：“你自己喝吧。”他急切

地说道：“我有，这是给你的。”握住牛
奶的一刹那，我的眼睛湿润了。

感动之余，我重新去认识这个学
生，经过和班主任沟通，我知道了这个
孩子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孩子
从此一蹶不振。于是我找他谈了一次
话，从我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说起，说
到了爸妈为供我上学做出的努力，慢
慢地他也敞开心扉。之后，我们成了
好朋友，他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变成
了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男孩。

置身繁华，和一群都市孩子的美
丽邂逅。

2010 年 8 月，我考入榆林市第八
小学任教，后来又交流到七小，接手了
四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记得有一次数
学测试，一位叫小 B 的同学抄袭了同
桌的答案，我把两人叫到办公室询问，
一开始两人都不承认，尤其是小 B 同

学，拍着胸脯保证。我没有发作，盯着
他的眼睛，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儿，小B
的眼神慢慢变得慌乱起来，红着脸结
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房老师，是我抄
他的。”两只小手一直来回摩挲着。于
是我抓住这个机会对其进行教育：“真
正的实力靠的是脚踏实地，不是投机
取巧，你能主动认错，老师真的很欣
慰，记住，守护好诚实的品质。”其实，
我也为自己感到欣慰。因为师爱的投
入，所以不会鲁莽伤及孩子的心灵；因
为教育智慧的积淀，所以才能善察巧
取谆谆育人；因为我在学着教自己，所
以用自己的生命状态影响孩子。

高新十二小

营造风清气正的教学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瑜 通讯员 王军利） 近日，榆林

高新区第十二小学组织全体党员教师聆听党风廉政教育
专题党课，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教学环境。

党课围绕党员干部如何把握新时代纪律要求、党员
教师腐败的具体表现等内容，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细致
分析，并要求广大党员教师要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对自己
高标准、严要求，切实规范自己的教学行为，做一名受学
生、家长、社会尊重的教育引路人。

市第一小学举办歌咏比赛

唱红歌 赞祖国
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近

日，市第一小学举办“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歌咏比赛。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学生们以高昂的热情、嘹亮的歌

声演绎了《我的祖国》《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打靶归来》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一首首振奋人心的经典红歌，抒
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

“衣恋阳光班”助力贫困生

本报讯（记者 张瑜 崔瑞妮） 近日，市第十中学
2021级“衣恋阳光班”正式开班。开班仪式上，向50名

“衣恋阳光班”学生每人发放资助金1500元，其中，低保
家庭占60%，其他贫困家庭占40%。同时，该班学生高
中三年，将每人每年享受资助3000元。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设立两个“衣恋阳光班”，其中
之一就在市第十中学。衣恋阳光班助学项目是一个省、
市、县慈善协会和学校四级联动的资助家庭困难高中生
项目，资金由中国衣恋集团支付，2013年由省慈善协会
引进我省，接下来还将在绥德中学、米脂中学实施。

图为发放助学金现场。 张瑜 摄

立德树人 孜孜不倦
——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综述

记者 慕荣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大教育

投入力度，持续加强中小学德育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扎实开展了“榆林开学第一课”“新教育实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等一系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创了全市

“育新人”工作新局面。

教育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房彩云

高新一小师生共读现场。慕荣 摄

对待学生要有爱心，辅导学生要有
耐心，教育学生要有诚心。只有一心一
意善待每一个学生，才会在教育教学上
喜获丰收。

2015年，我踏入高新小学的大门，
从此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工作初期，
我也曾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无足轻重的

“副科”老师，认为自己在孩子们心中应
该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有一
次，有个班的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写我喜
欢的老师，班里有很多同学竟都写到了
我，一周只见两次面，他们却将我观察
得很仔细，描写我的外貌特征，发现我
的口头禅，了解我的日常习惯，甚至能
观察到我常穿一双黑色皮鞋。这让我
改变了之前的教育观念。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我觉得音乐能
有效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记得有一
次，课堂上我随机抽取一名同学上台展
示，可这个孩子超级害羞，不敢上台。
我将我的小蜜蜂借给他，并不断鼓励，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悦耳动听，是个唱
歌的好苗子，同学们也报以热烈掌声。
后来他不仅敢在课堂上独唱，也逐渐开
始活跃于学校的各大文艺表演，担任班
级领唱。

其实每一位孩子都有闪光点，包括
我们常说的“差生”“学困生”，作为教育
工作者，应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发
掘并放大闪光点，让他们在成就感中获
得自信。有一次去实践基地活动，文艺
汇演时我负责编排一个舞蹈，有一个街
舞环节，从3个报名的同学中选一个，
其中有一个出了名的淘气包，根据舞蹈
水平，他略胜一筹，他自己可能也没想
到我真的会选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最后演出也完成得十分出色，轰动
一时，大家纷纷称赞，他当时嗓子发炎
虽说不了话，但浑身都散发着自信的光
芒。自此之后，这位同学彷佛一下找到人生目标一样，
在我的音乐课上一改往日风格，成了我课上的小班长。

随着教育的不断优化改革，2022年音乐将正式纳
入中考，音乐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我深感责任之重，这
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种使命，更是一份执着的坚守。我
会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愿将青春奉献给这神圣
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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