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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的第一个劳动节，华
润小学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单纯地从教
育的视角谈劳动教育的传统面孔，而
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谈劳动教育的适
应性变化。于是，创造性整合后疫情
时期的社会资源，呈现出节庆劳动教
育的新样态。

“宅家”与“自护”，仍是每个孩子
过劳动节的关键词。然而，润娃们的
抗疫行动并不止于此，他们以新朋友

“口罩”为劳动载体，学会正确收叠口

罩，提升使用率；改良口罩佩戴方式，
提升舒适度；实验探究口罩种类，提升
品质感⋯⋯在抗疫劳动的假期里，用
创造焕发劳动的活力。

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动手实践，更
是一种精神内涵。润娃们寻访在抗疫
期间涌现出的在各行各业中为疫情防
控做出贡献的平凡劳动者的感人事
迹，从中剖析劳动精神的新内涵，内化
劳动精神的新价值。以“最美抗疫劳
动者”为时代先锋，向他们致以少先队

员最崇高的敬意——敬礼！
节气，是万物生长的基本时序规律，

也是大自然赋予儿童生长的最好的节
律。今年谷雨，春水初生，春雨初盛，故谷
雨尝新时蔬，相沿成习。如何让润娃在不
远行的节日劳动里触摸自然，感知节气？

“谷雨里的采摘劳动”应运而生。低年级
的孩子剥一剥“春天的小豆豆”，了解谷雨
期间成熟的豆类；中年级的孩子逛一逛

“春天的小菜园”，了解谷雨期间新鲜上市
的蔬菜品种；高年级的孩子做一做“春天
的家乡菜”，了解谷雨期间常州的时鲜
菜。谷雨采摘，劳动陶然。

以后疫情时期为背景，华润小学正在
努力开辟一条从在学校中建构劳动教育
走向在社会中建构劳动教育的转型之路。

常州市局小教育集团华润小学 陆心怡 何燕

后疫情时期的第一个劳动节

小学校与大社会是处在一个综合
性融通互动的关系链中，从成事的角
度看，促进教育世界的社会性重建以
及社会世界的教育性提升；从成人的
角度看，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完成
与外部世界的主动对话，形成更完整
的生命自觉体。

学校从社会中集聚教育性资源，
拓展小学校的格局。大量的社会性资
源是师生生活世界之内在构成，必然
就成为教育世界之构成。社会性资源
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作为学校必
须作出正确的辨析和积极的转化。

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学校教育

应该立足学生成长需要，主动参与和
介入到时代之中，挖掘、利用时代的社
会资源，转化成为有利于学生生命成
长的教育资源。2020 年的“抗疫主
题”，2019 年的“国庆主题”，2018 年的

“改革开放主题”等，师生在一年一个
大时代主题的学校活动中感知时代主
旋律，保持和提升对时代的敏感度和
社会发展的敏感度，始终在教育化的
过程中积极社会化，又在社会化的过
程中自觉教育化。

学校向社会辐射教育性资源，
提升大社会的品位。学校教育作为
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

受社会性资源的无私馈赠的同时，也
责无旁贷地要为推动社会转型，重新
发现社会，以及重建社会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作为学校教育者，我们要考虑：学
校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更积极自觉地参
与到社会的重建中来，为社会发展提供
只有学校教育才能提供的教育资源，产
生推动社会发展的教育影响力。延期
开学时期，我录制了 28 期主题各异的

“甜喇叭”广播，丰富了学生和家长宅家
时光的教育内涵；时值建党 99 周年，我
又在“天宁星课堂”平台上录制了第一
期视频《瞿秋白的故事》，为社会传递红
色的力量。

当小学校和大社会处于创造性的互
动生成之中，我们会看见“教育力”的新
生成和新汇聚，“全社会教育”的大门正
在向我们打开。

常州市局小教育集团华润小学 许嫣娜

小学校“碰撞”大社会

挖掘具有教育意义的各类社会性
资源，践行小学校与大社会之间的创
造性互动，应是小学校大作为的核心。

教育实践证明，单纯的学校教育，
给创造性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小
学校与大社会融通形成两位一体的网
络化互动教育，在互动教育中，融合社
会发展的教育生态资源，以便促进小
学校长足发展。

小学校要发挥教育主导作用。首
先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远大的“全面

发展”教育观，充分利用相关学科，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其次要开辟综合实践活动
基地，如社区、展览馆、少年宫、陵园、公
安等社会教育场所，让学生在活动中实
践，在实践中锻炼，为小学校融入大社
会创设良好的“交融共生”环境。

小学校要广泛开辟第二课堂。加
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定向开办家长学
校，召开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跟踪调
查家庭教育现状，定期开展亲子实践

活动，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在广泛开展
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的同时，让学生走
向社会，深入生活，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得到锤炼。

小学校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社会
的监督、检验陶冶作用，是对学校教育发
展的进一步强化与巩固。小学校向“新
优质学校”奋进，应当形成一种社会大环
境，形成一种群体认识，就这种力量的形
成，是对学校、家庭教育起到了进一步强
化与再发展的作用。

实施小学校与大社会两位一体的网
络化互动教育，应当遵循由学校教育指
导社会，再由社会监督学校教育的形式
进行，这种良性循环过程，也是小学校大
作为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的过程。

新北区安家中心小学 陈春松

小学校要有大作为

常州市局小教育集团华润小学创
建于2013 年 9 月，是常州市局前街小
学一体化办学的分校。自创办以来，华
润小学坚守集团“生命关怀”的办学理
念，渗透“在成事中成人，以成人促成

事”的文化气息和价值追求，用整合融
通和创新变革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
之路，逐渐成为集团化办学的一张亮丽
名片。

学校以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为

抓手，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城市
小学生劳动实践圈的建构》特色文化项
目入选 2019 年江苏省基础教育内涵建
设项目；《基于信息技术的儿童创意课程
群的开发与实施》入选常州市前瞻性教
学改革实验项目；《指向“3L”环保品格
的垃圾分类德育实践》入选常州市品格
提升工程项目。办学七年，学校先后获
得全国校园足球示范校、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教育先进学校、常州市平安校园、常
州市绿色学校、常州市优质学校、常州市
依法治校示范校、天宁区劳动教育示范
学校等荣誉称号，多位老师获得省、市级
基本功和评优课大奖。华润小学正在基
于自身的独特文化，努力创新与实践，自
信地行走在不断提升内在办学品质和社
会影响力的发展之路上。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华润小学

在局小教育集团的引领下，常州市华润小学在短短7年的办学历程中，以内涵
项目建设为助推，努力践行小学校与大社会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以达成学校内部
的教育生态和社会发展的教育生态的交融共生。

作为一所不断向“新优质学校”抵达的新校，如何充分挖掘具有教育意义的各
类社会性资源，更好地实现小学校与大社会的综合性融通互动，华润人始终在思
考，在实践。对此，你有何建议？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都没
有做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学生的幸福源于什么？源于学生与周围世界相处而产生的情感——学
生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情感。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支持德、智、体、美诸方面
素质发展的基础性和内质性材料。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常态时代背景下，如何由“实用主义”的功利化转向

“人文主义”的情感化，让师生真正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请发表您的看法。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
7月21日，字数600字左右。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正衡教育集团新北区罗溪中学

本报讯 近日，第五批常州市名
教师工作室领衔人评选现场答辩在常
州市教科院举行。

答辩按照中小学教育组、小学文科
组、小学理科与幼教组、初中组、高中
组、职教社区组六组分批进行。参评领
衔人就专业发展经历和特长、名教师工
作室运行方案、项目研究方案进行了汇
报，同时现场回答了评委的提问。

据了解，为建立全市中小学优秀

教师合作互动的新机制，发挥高水平
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使其成为培养
全市优秀教师重要的发源地、优秀青
年教师的集聚地和未来名教师的孵化
地，常州市名教师工作室应运而生，开
创了省内优秀教师培养的新模式。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四批名教师
工作室顺利运行结束。第五批名教师
工作室领衔人共有200余名优秀教师
报名，经过学校审核、辖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推荐、材料复审、现场答辩等层
层选拔，共评出86名教师成为第五批
常州市名教师工作室领衔人。与前四
批相比，第五批名教师工作室数量最
多，覆盖面更广，研究项目更加新颖、
丰富、多元，其中“劳动教育”“幼儿园
创意戏剧”“数学实验”“学科关键能
力”等反映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项
目（课题）进入工作室研究领域。

（教宣 尤佳）

86名教师评为第五批市名教师工作室领衔人

开创省内教师培养新模式

疫情下的毕业季，或许会有些遗
憾，但是，各种仪式简单、形式各异的毕
业典礼，却让学生感到温暖且难忘。记
者从多所学校了解到，学生们通过才艺
表演、爱心义卖、自创诗歌等，为自己的
学生生涯留下美好的记忆。

局前街小学：
没有观众的毕业典礼

11 日，局前街小学报告厅内，一
场以“七彩的我们，七彩的梦”为主题
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演出台下没有一名观众，
329 名毕业生依次登台演出，简单却
很有仪式感。

本次的毕业典礼为“七彩的我们，
七彩的梦”，分为“青葱岁月”“蔚蓝宏
图”“橙黄滋味”“灿烂绽放”四个板
块。来自六年级七个班级的学生依次
登台演出，节目包括歌舞、诗朗诵、民
乐合奏和健美操等。三年级的学弟学
妹们也为毕业生们送上了特别的毕业
礼物，将“方舱医院”最暖心的一幕搬
上了舞台，鼓励学长学姐们永远带着
乐观向上的勇气继续前行。

“所有节目都是同学们自己报名，
自己排练演出的，有的学生一个人参
与了两三个节目。虽然台下没有观
众，但每名同学演出都非常卖力。每
个节目结束，其他同学都会报以热烈
的掌声。”现场一名老师说。

博爱小学：
特制毕业证书赠学子

“博爱学子，追梦路上，请奋力奔
跑！无论何时何地，请记住，在你身
后，永远有博爱最温暖的祝福。”7 月
9 日博爱小学毕业典礼现场，402 名
博爱学子收到了来自母校的毕业礼
物——特制的毕业证书。证书背后镌
刻着老师们对于学子的温情叮咛与祈
愿。“希望孩子们能带着我们的祝福，
在成长的路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校长柴曙瑛说。

炫彩的灯光，交织着优美的音
乐，九个班的同学纷纷上台，全身心

投入到一首首歌曲之中，用发自内心的
歌声为博爱送上最真的礼物。《微微》

《隐形的翅膀》《一百万个可能》歌咏的
是同学们面对将来永不放弃的信心与
期待；《夜空中最亮的星》《亲爱的旅人》

《纪念》《明天，你好》述说着对过往的怀
想，对未来的憧憬；《听我说 谢谢你》

《送别》则表达了全体毕业生对母校的
感恩与不舍。

活动中，“江苏最美抗疫家庭”、博爱
学生家长虞斌和家长志愿者屠铮巍还为
毕业生们送上祝福，祝愿所有的同学带

着爱与担当远航。

觅渡教育集团：
爱心义卖赠母校

7月9日，觅渡教育集团六年级全体
师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云毕业典礼。

“六年时间，让我们成长了许多。感
恩母校，感谢恩师。虽然毕业，情，不会
断，爱，不会了。”“如今，站在新的起点，
愿每个觅渡学子都不负韶华，向阳而行，
做最好的秋白少年。”毕业典礼前夕，全

体毕业生录制了视频，或深情、或激昂地
表达了对母校浓浓的留恋与不舍，以及
对未来深深的期待与憧憬。随后，各班
同学们在教室中，展示了各自精心准备
的舞蹈、合唱、诗朗诵、相声等节目，轻松
活泼，朝气蓬勃。

为了让六年时光画下圆满的句号，
六年级大队委向全体六年级少先队员发
起倡议：举行跳蚤市场，买卖所获得的收
入可自愿捐赠，用于母校留念。同学们
精心筹备、热情参与，用所捐款项为母校
购买了杜鹃花、医用口罩、升旗仪式司仪
台等。学生们在充满趣味的活动中，培
养了真诚、善思的品格。

北郊高中：
学子自创诗歌献母校

即将离开母校，你会怎样表达自己
的感情？北郊高中高三（9）班的学生蒋
佳芸创作了“敬你”系列诗歌，表达了自
己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敬你”系列诗歌分为三个部分，分
别献给班主任、级部主任和学校内的校
医、宿管、保安等后勤工作人员。“这三类
人，是我们在学校接触最多的人。”蒋佳
芸告诉记者，班主任是每个日夜都陪伴
着他们的人，从学习到生活到心理，无微
不至地关心着他们；级部主任是为了整
个高三发展而辛勤操劳、出谋划策的人；
最容易忽视的学校的后勤保障人员，校
医、宿管和保安等，他们都为了学生们良
好的学习环境而默默付出。“因此，我想
在毕业之际，通过自己的爱好，表达自己
和同学们对母校的爱意和敬意。”高考结
束，蒋佳芸就创作了这首诗歌，准备在毕
业典礼中献给母校。

“你是六点半的铃声，九点半的灯
光”“你说我们是最活泼的一届，你说我
们一定可以”“敬你无言付出，还总是无
怨无悔”⋯⋯在 7 月 10 日的北郊高中
2020届高三毕业典礼上，学生们诵读了

“敬你”系列诗歌，在全体毕业生中产生
了共鸣。“诗歌里碎片化的场景，真实还
原了我们的高中生活，让我们回忆起三
年的点点滴滴。”现场学生表示，回忆起
学校给予的每一点光和每一份爱，他们
心怀无限感恩。 尤佳

别 样 毕 业 季
本报讯 日前，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国资处和海外教育学院的留
学生们，收到了来自材料工程学院师
生自制的免洗洗手液。据了解，这些
洗手液是师生在劳动实践教育周中，
将专业知识融入劳动教育的成果。

据材料工程学院副书记潘逸介
绍，学院党总支从学校部署学生返
校复学开始，就组织党总支的各位
老师讨论，“如何结合专业特色，为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做点实事。”由于
材料工程学院教师们常常教学生自
制洗手液、肥皂、护手霜等，在工艺
流程上相当有经验，大家表示可以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利用材料工程
学院的实训装置研制生产抑菌型免
洗洗手液。

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李
东海老师主动承担了免洗洗手液的
配方研制工作。他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通过一次次实验，反复配比调
试，最终确定了最佳配比，研制成
功了一款既可灭活多种病毒，杀菌
效果好，又和皮肤耦合性高、不干
手、无毒副作用、安全可靠的免洗
洗手液。配方研制成功后，党总支

的党员教师们纷纷行动起来，分工负
责原料采购、成本核算和设备调试
等，很快就做好了洗手液制作的前期
准备。

开学后，材料工程学院党总支把
制作洗手液融入劳动教育实践周中，
让学生把在专业课程中学到的专业知
识，在劳动周中实践。最终，学生不仅
学会了制作免洗洗手液、塑料衣架等，
还完成了消毒设备与包装材料、技术
指导和质量管理到成品罐装、标签制
作等一系列工作。参与研发和生产防
疫物品的学生党员表示，在劳动周中，
既能增长专业能力、体现劳动价值，又
能为学校的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非常有成就感。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防疫物品多
种多样，除了免洗洗手液，还有自制
的塑料衣架等，涉及学生在校生活和
防疫的方方面面，价值近一万余元。

“后期，学院党总支还将组织学生党
员在校园中分发免洗洗手液，向同学
们宣传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等防
疫知识，为校园防疫工作做更多的实
事。”材料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嵇天培
介绍。 （尤佳 滕业方 李颖）

专业知识融入劳动教育

常工业师生自制免洗洗手液助力抗疫

本报讯 近日，新北区春江中
心小学党支部委员会举行“如春”党
建活动，党员教师在精神的洗礼中
感悟责任与担当。

本次活动邀请该校副校长徐文
娟和教师韩海英为青年党员作微党
课培训。两位党员同志结合自身的
成长经历，立足岗位，砥砺前行。徐
文娟以“规划与成长”为主题，鼓励
青年党员教师及早做好规划，不要
错过最佳成长期；韩海英则以从教
26 年来的经验深刻诠释了一位共
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青年党员们
纷纷表示，两位党员同志的分享激
发了他们无限的思考，也更明确了
成为优秀党员的决心。

互动环节特别设置了“我为你点
赞”“我的问题清单”两大内容，带领
全体党员进行点赞、批评与自我批
评。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万莺燕为
每一位党员同志点赞，并鼓励大家对
标先进找差距，在角色迭代中提高应
变能力。 （张妍 杨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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