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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十八中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已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尚美教育理念，以塑造学生“心灵美、行
为美、人文美、体魄美、创造美”，最终让学生
实现“生命美”。（11月6日《湛江日报》）

尚美，是市二十八中的教育理念，也
是其打造文明校园的制胜一招。以一人
之美促一家之美，以一校之美促一城之美
——美育对于创文能起到什么作用？我
们又应该从市二十八中以美育人的实践
中学习借鉴什么呢？

美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
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
使其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
和美的素养。狭义的美育专指“艺术教
育”，认为美育指“美感教育”“审美教育”

“审美观和美学素养教育”等。而广义的
美育是指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的教育；
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本身就是一
种“美”；而引导市民讲文明的过程，其实
就是一种“美育”。因此，推动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我们必须把以美育人的作用重视
起来，不仅在校园中开展美育，在全社会
也应该开展美育。

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强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培养
的作用。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
曾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
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而市二十八中
的方法，是把美育渗透到学校的方方面
面、每个角落。在校园环境方面，该校把

“尚美”教育理念融入到校园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设计中，以美怡情；在文化熏
陶方面，精心设计“十美”活动宣传长廊、
传统文化长廊等，让学生处于“沉浸式”的
美育中；在活动设计方面，依托校内的乡
村青少年宫，开设了管乐、舞蹈、合唱、散
打、古筝、围棋、创客等阳光特色社团，“每
天一小时、每生一特长”，让学生懂得“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在这种大美育观下，
市二十八中的“尚美”教育渐成体系，成为
了我市文明校园建设的一大品牌。

市二十八中的美育，除了提高学生感
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外，其
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传播美。一次礼
貌的让座，一句贴心的问候，一次弯腰捡起
地上的垃圾，一次红灯前的等候……试想
一下，一个市二十八中的学生在上学路上
的这些动作，将为整座城市带来多少“文明
的美感”。市二十八中的一位老师曾对笔
者说，她们平时常对学生说：“你讲文明的样
子，真美！”希望通过这种“美的鼓励”，引导
学生更多地在校园外践行、传播文明之美。
这大概就是教育带来的“美的绽放”。

美育不能只局促于校园教学里，而应
该在全社会实施。只有越来越多人都认
同文明是一种美，并积极去欣赏这种美、
宣传这种美、践行这种美时，我们的城市
才能变得更文明。目前，我市正努力打好
创文“翻身仗”，每位市民的一言一行，都
是城市文明的风向标。希望有越来越多
学校把以美育人重视起来，越来越多市民
把文明之美重视起来，大家共同努力，真
正让文明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线。

10月 31日，记者走进麻章中心小
学，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便扑面而来。
放慢脚步吟几句经典，顷刻逐去拙念；俯
下身来翻几页书香，顿时注满儒雅；端坐
身姿行几笔书法，立享汉字之美……放
眼望去，有读书孩子的静谧，亦有篮球健
儿的奔放，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该校创建全国文明校园的一个
生动缩影。据了解，2018年以来，该校紧
紧围绕上级创文办的部署，按照《小学文
明校园创建标准》，健全创建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深入开展
创建活动。以学生为中心，以“六好”标
准——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好、思想道德
教育好、活动阵地好、教师队伍好、校园
文化好、校园环境好为主线；以“四大工
程”——文明知识教育、文明环境拓展、
文明活动开展、文明素养提升的实施为
载体，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服务教育改革
发展大局，依靠师生、服务师生，注重实
效，努力创建秩序良好、环境优美、人文
和谐的文明校园。

实施文明知识教育工程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

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师生精神风貌、思
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
现。积极向上、和谐发展的校园氛围能
给师生创造一个健康的心理“磁场”，“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

近年来，该校围绕“文明校园”创建
主题，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板报、橱窗、专
栏等宣传阵地，组织师生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张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图片、文字资料
等，校园显眼位置有文明校园“六好”标

准、创建规划和成果展示。
根据文明校园创建的“六好”标准，

切实推动各项创建知识进课堂、进学
习、进生活。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
道作用，将文明创建知识和学科教学有
机融合起来，使各项创建内容入耳、入
脑、入心，并转化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
动，真正让创建工作深入人心，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

“平时红领巾广播站坚持轻声播放
古典名曲，让我们放松身心。学校还成
立了书法、古筝、绘画、纸艺等社团，定期
开展富有特色的活动，丰富我们的课余
生活。特别是翰墨馆的书法台，不仅让
我爱上书法，还提高了我的书写水平。”
该校周同学说。

实施文明环境拓展工程
感恩广场、三品阁、风铃石刻、翰墨

馆……记者在该校走访时看到，校园呈
现出浓郁的“儒雅”文化特色，再配上楼
道文化、音体美教室等，古典与现代交
融，人文与教育并重，让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该校坚持“环保、美观、和

谐、实用”的原则，科学规划校园绿化美
化工作，全面提升校园环境品位。

一方面，加强绿化养护与环境管理，
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绿化活动，建立校园
绿化档案，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活
动，紧紧抓住生态文明和绿色校园创建
的契机，提高师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引导
他们传播绿色、生态、环保理念，自觉投
身文明校园建设中。

另一方面，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牵
头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杜绝
校门内外乱摆、乱放、乱扔现象；配合交
通、城管部门，整顿、维护学校周边交通
秩序，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加强校园周边
流动摊点管理，整治影响师生安全的食
品卫生，确保师生食品安全。

实施文明活动品牌工程
经典诵读比赛、“六一”文艺节目汇

演、“翰墨飘香”现场书法挥毫大赛……
为打造国学特色品牌，该校围绕培育校
园文化、创新育人模式等方面，积极创新
探索，不断提升活动品牌的影响力。

同时，充分发挥少先队在校园文

化建设中的先锋带头作用，进一步优
化校园文化环境，丰富内容，创新载
体，形式多样，确保实效。充分发挥校
园宣传阵地的文化传播和育人作用，
定期开展黑板报评比活动。充分利用
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机，积极组
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学校书
法、古筝、绘画、纸艺等社团活动阵地
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
并在艺术节、文化展演活动中展示，宣
传创建文明校园的成果。

此外，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开
展“小手拉着大手，共创文明校园”活动，
走进社区，走进敬老院等场所，加强文化
宣传影响力。与各级创文办、团委等单
位部门合作共建，丰富师生的社会实践
活动。组建校园志愿者，完善学校、家
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体系，进一步提
高群众认知水平和文明意识，增强师生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施文明素养提升工程
为了进一步提高师生文明程度，该

校积极开展“强化师德，文明从教”教育
活动、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等。

立德树人，快乐成长。坚持“一训三
风”建设，即：文明互爱、和谐真诚的校
风；热心教育、乐于奉献的教风；乐学多
思、全面发展的学风；学会做人、积极进
取的校训。抓好学生的常规管理工作，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
做到教育与家长相结合，与学科相结合，
与德育相结合，师生文明素养和综合素
质明显提升。

为了提升社会各界满意度，该校定
期组织开展“教师进家庭进社区”、“家庭
评校风”等活动，发挥“小手拉着大手，共
创文明校园”品牌效应，通过教师家访、
召开家长会、社区共育共建志愿服务等
形式，加强对教育发展成果的宣传，进一
步扩大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创建全国文
明校园工作任重而道远，该校将继续扎
实工作，不断创新，以更高的标准、更快
的步伐迈向新的目标，争取更好的成绩。

本报讯 （记者潘 洁 婷）家有珍
贵古书，很多人都会将其视作传家
宝，代代相传。11 月 6 日，89 岁的
赤坎区老干部张福荣在家人的陪伴
下，将珍藏多年的一套 24 册古书捐
赠给赤坎文化部门，希望供更多史
学研究者查阅研究，为湛江文化事
业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89岁的张福荣，祖籍内蒙古
赤峰市，1949年南下定居湛江，此次捐
赠的古书，就是当年他从家乡带到湛江
的。张富荣的儿媳告诉记者，书籍虽然
被闲置在家，但一直被妥善收藏，书籍
被精心包裹，保存在樟木柜子内，每年
家人都会往柜子里放除虫剂，防止古书
被虫蛀。据悉，此次捐赠的整套线装古
书具有较高收藏学术价值。

“希望这些古书发挥应有的价
值。”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通过赤
坎区老干局的牵线搭桥，11 月 6 日，
张福荣将 24 册古书全部无偿捐给赤
坎区文化部门。张福荣说：“我老
了，我能有今天的幸福晚年生活，全
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湛江正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套古书凝聚着
我几十年收集的心血，捐赠表达了
我对赤坎文化事业、图书收藏工作
的关心、支持和期望，这也算是给国
家做最后一点贡献。”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陈赤）金
秋时节，湛江民间工艺光彩绽放。11月6
日，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
间工艺美术作品终评在浙江杭州举行，由
市文联组织创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荣
仔手扎彩绘、市群文副研究员黎明创意设
计的大型彩扎对狮《刘关张赐福》《八仙过
海》作品，经层层筛选，脱颖而出，荣誉入围
终评。这是我市参加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工艺美术作品类评奖活动的新突
破、新纪录。

大型彩扎对狮《刘关张赐福》、《八仙过
海》作品直径和高度均为1.6米，巧妙地通
过传统手扎、山水国画、刺绣布围、毛饰镜
艺和光电彩灯等技艺，在传统彩扎狮头的
基础上大胆想象、发展创新。两只大型狮
头摆放在展馆入门显眼位置，精美的造型、
明快的色彩、闪烁的灯光，让作品工艺美术
性、特色性和吸引力十足绽放，博得参会领
导和观众欢迎，争相观赏拍照。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
颁发的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本届山花
奖有 78 件作品进入终评，其中广东 3
件。作品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充分展示
中国民间工艺的精美绝伦和绚丽多彩，
体现了民间工艺的顶尖水平和工艺美术
家们永攀艺术高峰的精神风貌。这是我
市首次有作品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四大门类（优秀民间艺术表演、优秀民间
工艺美术、优秀民间文学、优秀民间文艺
学术著作）的“优秀民间工艺美术”类终
评，不仅推动我市民间工艺美术发展，也
是湛江文艺创新发展的新亮点、新成就、
新契机。

据了解，我市舞龙《高杆双火龙》、民歌
《月亮光光照地堂》去年参加第十四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艺术终评和这次
大型彩扎对狮《刘关张赐福》、《八仙过海》
参加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
间工艺美术终评的结果，将于今年12月揭
晓，并在广州颁奖。

本报讯（通讯员吴智雅 记者邓耀
瑞）近日，雷州市沈塘中学邀请名作家组
织讲座授课，有助于传播传统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中，主讲人通过生动有趣的案
例，倡议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各级行政部
门齐抓共管，开展扎实的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活动，把传统文化教育坚持不懈地落到
实处，活动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传播传统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记者欧丹丹 通讯员龙志
松）“感谢志愿者赠送的书包，我的书包
已用了5年，正准备买个新的。”接过崭
新的书包，吴川市樟铺镇大路小学六年
级一位学生高兴地说。11月6日，深圳
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在大路小学举行

“扶贫扶志 教育启航”——爱心图书馆
和桌椅捐赠仪式，为大路小学捐赠了
110套桌椅、110套书包文具、1500余册
图书和4个书架。

活动上，大路小学校长代表全体师
生对爱心捐赠表示了感谢。大路小学的
学生代表称将努力读书，同时也把这份
爱心传递下去。据了解，深圳市心连心
志愿者协会将选派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前
往大路小学支教，并结成帮扶对象，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促进学校义务教育的
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曹龙彬

麻章中心小学

实施“四大”工程 创建文明校园
文明校园文明校园

风采展风采展

传递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进行时进行时

大家谈

身穿汉服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书法。本报记者 李忠 摄

彩扎对狮入围山花奖终评

大型彩扎对狮的精美造型博得观众欢迎。 通讯员 陈赤 摄

湛江优秀民间工艺美术取得新突破

老干部捐赠家藏古籍
让书香文化代代流传

张福荣与其捐赠的古籍。 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爱心捐赠 情暖校园

深圳志愿者向大路小学
捐赠一批教学物资

□龙飞腾

以美育人
培养创文“生力军”

本报讯 （通讯员吴智雅 何海芳
记者邓耀瑞）10月29日至11月1日，省博
物馆调研组一行深入雷州，就与该市博物
馆共建业务工作进行实地参观与调研。据
悉，雷州市博物馆是今年全省申报业务共
建获批的7个单位之一，省博物馆与雷州
市博物馆的业务共建已经于今年5月开
始，将进行至明年5月份为期一年，旨在实
现与基层博物馆共同成长与发展。

连日来，省博物馆调研组一行先后到
雷州市博物馆、雷州市余下古窑址、石雕•
雷州石狗省级传承人吴其林石狗创作基
地等进行参观调研。

调研期间，省博物馆调研组对该市博
物馆的藏文物养护、保管以及保护设施、
环境调控等工作给予一一指导，并召开调
研座谈会。双方在座谈会上就此次共建
项目进行交流，针对雷州市博物馆的基本
陈列提升、展览设计、藏品管理、图书信息
管理、雷州窑研究和石雕•雷州石狗传承
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业务共建 共同发展

省博物馆到雷州市博物馆
开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