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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成长在新时代的孩子，对传统农

耕文化越来越陌生，必须扭转这个局面。”今年

开始，在东联社区的支持下，联安小学精心打

造的树品农耕园正式开园。该农耕园占地近

7亩，定期开展农业劳动实践课程，进一步构

建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劳动教育课程，实现劳

动教育与叙事德育相融合。

农耕园里，老师利用综合实践课堂指导

学生进行施肥、除草，培育绿色健康的农作

物，同时课后邀请学生家长共同参与劳作。

在家长、老师的指导下，学子们体验了田间

地头的农耕乐趣，也零距离感悟生命的成长

规律。

“希望农耕园能成为一个‘亲子农耕文

化体验园’‘孩子心灵释放园’‘未来农业智

慧科技园’，让学子们能从中感悟‘一粥一饭

来之不易’的朴素道理，也感受亲手劳作后

的丰收喜悦。”麦挺锐表示，“劳动教育”在学

校五育融合发展中占重要位置，也希望通

过学生在劳动耕作中体验劳动的艰辛和收

获的快乐，感悟并积累描写四季变化、农耕

收获的古诗词，培养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

感悟和语文学习的积累能力。

今年7月，联安小学还被评为南海区首

批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学校。接下来，联安

小学还计划将农耕园进行智能化科技化升

级，引进太阳能浇水系统以及智能化施肥编

程系统，开展无土培育等现代化农业实践，

为广大学子开展编程设计等课程提供实践

场所，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智能农业园。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优质

的教育教学工作离不开高素质、

强专业、创新型教师队伍的精心

教导。

学校深入推进“广东省强师

工程”的部署要求，创新教育思

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拟定通

过“竹子工程”着力提高教师的

综合素养，完善选拔、培养、激励

机制，培养一支“务实、合作、精

干、创新”的中层干部管理队伍；

塑造一支“敬业、进取、自主、合

作”的教师团队，形成品德与素

质优良的工作力量。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

处尚虚心。”学校将不断创造学

习条件，带领教师队伍势如破竹

般共同学习，通过精心设计“竹

子工程”培训课程，以校本培训

和区、镇专业培训为主，开展学

科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学科高效

课堂研讨、分析撰写反思总结、

课题研究、论文撰写、信息技术

与学科融合的微课课例制作等

培训，让教师一步一个脚印地逐

步成长。

同时，学校还制定“成竹七

一”做法，落实“七个一”即写一

手好粉笔字、设计一个教案、写

一个评课稿、撰写一篇论文、制

作一个微课（课件）、录制一个课

例、主持一个小课题或参与区课

题，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努力

塑造一支团队意识强、业务精

湛、乐于奉献、自信扬采、师德高

尚的教师队伍。

锻造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后，以课程教育实践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

校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构建

“扬采”特色课程体系，将“扬采

课堂”融入各门学科中，建立起

“四十五度”扬采课堂教学模式，

打造武术课程、劳动实践竹编课

和金话筒语言室三个特色项目

课程，致力建成“阅读素养”培养

达标学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育并举融合发展
打造叙事教育品牌学校

“哇，好大的西瓜，一定很甜！”7月初，丹灶镇联安小

学（以下简称“联安小学”）学子们除了迎来期待已久的暑

假，还组队前往学校农耕园，收获了西瓜、秋葵等瓜果蔬

菜，享受自己亲手培育的绿色农产品和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联安小学坚持以“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

基”为办学宗旨，以“创建一所明德至善、安教乐学的有

教育故事的精品乡镇学校”为愿景，以叙事教育为特

色，坚持五育并举，培养了一批批朝气蓬勃的新时代少

年，也成为丹灶当地一所备受家长认可、社会赞誉的品

质教育学校。

汲取传统文化之精华
锤炼学生成长之修养

春华秋实五十载，教育发展培英才。半个世纪以来，

罗行小学在基础教育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求索谋发展，在

“慧编罗小 竞扬风采”办学理念中，不懈探索和创新教育

教学模式，以“扬采教育”为培养目标，找到属于学校的教

育发展新路径。

罗行小学地处盛产编织制品的罗行地区，传承竹编

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学校在发展规划中，

将竹编文化和竹子精神融入教育发展始终，塑造出有特

色的教育风格和教学成果，持之以恒地用心浇灌每个学

生，培育出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好少年。

作为一所全日制村镇小

学，联安小学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通过“讲故事”这种符合小

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水平的

创新方式，积极创建叙事德育

和叙事教育，探索德育工作新

方向，并确立了“培养有品质、

有温度的孩子”的工作目标，

把推进德育工作不断落到实

处。

该校以“序列叙事德育”

为主线，通过制定序列叙事德

育课程、建设叙事教育微课资

源库、提高教师队伍叙事教育

的核心素养水平、强化学生叙

事能力的培养等，深入落实各

项教育教学工作。其中，序列

叙事德育课程细化为完善德

育课程系列读本、创新叙事德

育课堂模式、构建课程内容的

序列、打造六条德育实践长链

等课程内容。

学校通过开展义卖活动、

服务月、读书节、体艺节等系列

活动，为学生搭建一个全面提

高自我的平台，提高学生组织

能力，培养学生品格，每项活动

可以组织学生用说、写、绘的方

式叙述所看、所听、所经历的活

动和事情，发展学生的听、说、

读、写、绘“五星叙事能力”。

基于序列化叙事创新德

育课程体系中的“六条德育实

践长链”（爱国主义教育链、公

德责任链、文明礼仪链、行为

习惯教育链、诚信感恩教育

链、自主教育链），学校还依托

丹灶镇悦评越好平台，以德育

实践指标评价为手段，老师和

家长根据不同年级正向引导

及观测学生“六条德育实践长

链”，以游戏化结合通关激励

的方式，引导学生在不同阶段

自觉践行六条德育实践长链。

深度打造“序列叙事德育”
培育学子“五星叙事能力”

如何实现五育并举，将国

家课程进行多维度开发，真正

将教材“读厚读宽”，实现学科

“破壁”延伸？联安小学经过长

时间探索，终于寻得“一纸良

方”。除了注重学科教育以及

开展序列叙事德育，联安小学

还不断创新体育教育工作，同

时注重美育、劳动教育的课程

相融合，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真正实施五育并举。“希

望到 2024年，学校能将‘语

文、数学、英语、科学、美术、音

乐、体育、品德与法治、信息技

术、综合实践’等部分学科部分

年级跨学科跨领域整合，真正

达到五育融合。”麦挺锐表示。

此外，学校还积极构建学

科延伸综合课程体系，赋予学

生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

在特色课程创建上，学校建设

了“普及+自选”课程模式，创建

校内外实践基地的建设机制，

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学生社团、

跨学科融合等途径，为学生提

供多样化的选择。

目前，联安小学已经打造

了戏剧（语言）、男子舞蹈、口

琴、狮艺体艺特色品牌项目，历

年来在省市区各项比赛中大放

光彩，屡获佳绩。学校还通过

“聘请校外专业人士、发挥本校

教师专长”并举，着力提高校本

课程品位，实现学生综合素养

的全面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区热

心企业——金沙达成弦乐制

造厂的支持下，今年联安小学

开设小提琴社团，让乡村小学

奏响高雅教育的“演奏曲”。

目前，学校小提琴社团已有

40名成员，每周定期邀请校

外专业人士进行授课，未来将

成为校内各大表演舞台的“台

柱子”。

打造7亩农耕园
计划建设智能农业园

优化特色课程建设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

次谨信……”罗行小学的学生

们朗读着《弟子规》。新学期，

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有了新探

索：以打造“守规矩·正品质”校

本德育课程，引领学生汲取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涵养个人

素质和品德，培育出品行高尚

的学生。

“学校以《弟子规》作为养

成教育的载体，学生为参与主

体，致力打造‘序列化’德育

模式。”罗行小学校长黄庆芬

表示，学校在四年发展规划

中，计划构建“以小故事成就

学生良好品质”的评价体系，

完成本土特色项目与德育相

融合，建立“小故事大德育”的

运作机制，完善“德育”授课模

式，形成“容正、行正、言正、德

正”的育人特色。

巴金曾说过：“孩子成功

教育，从好习惯培养开始。”这

与“竹子精神”蕴含的道理高

度契合，竹子前4年仅长了3

厘米，但第五年却以每天30

厘米的速度生长，仅6周就长

了15米。其实，在前4年，竹

子的根已经在土壤里延伸了

数百米。

小学期间的教育教学工作

便是“扎根”“蓄能”的过程，学

生通过储备良好的品德、素养

和学识，待时机成熟时，便能破

土而出成长为栋梁之才。

罗行小学将开展“融入《弟

子规》成就学生良好品质的实

践与研究”课题研究，构建“小、

近、实、新、活”的“正品为先的

德育教育”，并通过家校合作构

建“层级家委会”，形成“金字

塔”式的育人网络，构建“家

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育

人网络，进一步开发《弟子规》

课程体系，让学生把经典精神

落实到学习、生活中去，养成

具有良好品格、有益于社会的

有为少年。

从阅读中汲取知识养分
让书香氤氲校园

竹编，由经线和纬线交织成片而形

成的一门艺术。纵是深度，横是广度。

学习亦涵盖着深度与广度，既要从学校

课本中摄取知识，更需从课外阅读中汲

取养分，丰盈学识涵养的厚度。

罗行小学以建设阅读室夯实硬件

基础、增加优质阅读内容供给支撑“读

好书”，再到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引导“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校园，学

识在琅琅读书声中赓续传承。

学校从融合文化建设、课程建设、

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家庭生活、信息技

术六大板块深入推进“书香罗小”阅读

素养工程，充分利用文化公共设施与课

程资源，发挥课堂教学对阅读素养培养

的支撑与提升作用，组织学生开展阅读

研学活动，引导家长与学生进行同步阅

读，进一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为此，学校搭建起融知识性、趣味

性、竞争性、欣赏性于一体展示平台，在

校园内掀起读书热潮。学校开展了“读

书节”系列活动、优秀阅读类社团评选、

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让校园内处处弥

漫着书香。

“阅读”是学习创新、逐梦人生的基

本途径和必要方式。罗行小学将不断

深化“书香罗小”阅读素养工程，引导

师生、家长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

惯，从浩瀚的文化典籍中汲取营养，提

高能力素质和认知水平，增强思想道

德素质和文化素质，让生命的厚度日

渐丰盈。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黄庆芬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培育新时代有为少年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罗行小学将竹编文化和竹子精神融入教育发展。

■今年联安小学开设小提琴社团，让乡村小学奏响高雅教育的“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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