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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践行“安国”校训，培
养“贵”族少年，让锡山实小每一个
学子，拥有“四贵”，即巧妙地规划，
珍惜宝贵时间；不断地修炼，拥有
高贵气质；积极地参与，拥有珍贵
体验；和谐地相处，拥有可贵品质!

[关键词] 宝贵时间 高贵气质
珍贵体验 可贵品质

近年来，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以“安国”为校训，从地方教育资源
出发， 立足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
升德育实效，努力打造“贵”文化，
让每个学生都像 “贵” 族一样成
长。 贵不是“贵”在出身，“贵”在物
质，“贵”在排场，而是贵“懂惜时”，
贵“修气质”，贵“行体验”，贵“锤品
质”，让锡小孩子拥有四“贵”，怀揣
“安国”情怀，涵养“贵”族少年。

一、巧妙地规划，珍惜宝贵的
时间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
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是一个人做
事成功的基本前提。如何利用学生
在校的时间，给予影响，施以指导，
奠定其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也需要
巧妙规划。

（一）让“碎片时间”有迹可循
校园生活中， 除了规定的上

课、下课、自习、吃饭、活动之外，学
生有不少的“碎片”时间，如何有效
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学校德育处
作了系统规划，并施以教育。比如，
班主任针对早上学生到校时间参
差的情况，出台一个“晨练计划”，
学生陆续到校后，先在规定的时间
内打扫卫生、上交作业，然后完成
个性作业，待全班同学到齐，便由
小干部有条不紊地带领早读。

此外，很多学生的“碎片时间”
都被利用起来：每周四中午小白鸽
广播的时间段，组织各班进行大扫
除； 学生们午饭后回教室的当儿，
顺道去图书馆借书；放学后家长没
有及时来接，就到“棋类天地”杀一
盘，或者参加“小白鸽”志愿团，巡

视校园的卫生情况等等。
（二）让“迷人书香”沁入课间
帮助学生珍惜时间的另一举措

便是打造“书香校园”，学校在主干
道两侧建设了一个开放式 “绘本
馆”，里面放了精心挑选的上千本绘
本，学生走过路过，课间和放学后都
可以到书架上拿一本，坐下来阅读，
离开时原样放好。 此外，各教室的大
书柜用来实现 “图书漂流”；藏书丰
富的图书馆，让每一个学生一周一
次借阅；漂亮别致的阅览室，供每一
个班级进行阅读沙龙等。学校在放
学等候区，设立“白鸽书吧营”。

开设多种看书渠道，学生被浸
濡在书香里，常常会不知不觉拿出
书来看，校园里，吵闹声音变小了，
各种“悦读”活动层出不穷。

（三）让“悠长假期”富有意义
每年的寒暑假、黄金周，是教师

也是家长担心的，怕孩子良好的作
息时间被打乱，形成的学习习惯受
影响。 为此，学校德育部门会早早地
进行规划，罗列出详细的假期指导。
这份假期指导生动活泼，清新扑面，
有书面的发给学生，也有二维码推
送给家长，上面详细罗列了对学习、
生活、活动、劳动、体验的要求以及
教师对假期安全的各种指导，有了
这份“指南”，家校教育达成共识，保
障了学生假期学习生活。

二、不断地修炼，拥有高贵的
气质

2015 年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
未成年人基本文明礼仪规范》，要求
在全省未成年人中推行文明礼仪养
成教育，规范“八礼四仪”，以此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强化文明礼仪素养。
根据校情，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的思想，学校提出了“礼仪教育精细
化”管理思路。将学生的行为规范聚
焦为 “良好习惯”“礼貌待人”“举止
高雅”的养成教育上。

（一）让“良好习惯”成为自然
我们把“八礼”的目标与学校

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低年级更注重

“行 走 之 礼”“餐 饮 之 礼”“仪 表 之
礼”这些基本礼仪的培养。 在此过
程中，体现一个“新、实、近、小”的
原则。 例如，餐饮之礼，我们提出的
要求有：有序入座，轻拿餐具，细嚼
慢咽，光盘行动，整理餐桌，这样一
系列的要求。为了保持安静的就餐
环境，学校大队部出台了一套“用餐
手语”，即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如需
要交流，都用手语来表达，于是，走
进偌大的食堂，非常的安静有序，用
餐过后的食堂依然整洁如新。

（二）让“举止高雅”成为基本
中年级的礼仪教育，主要结合

了“仪式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
礼”。除了隆重举行“成长礼”之外，
学校创设各种机会，让孩子们参与
各种高雅艺术节目的观赏活动，并
走出校园，来到周围游览附近“锡
东新城”的美丽景色。在此过程中，
强调文明观看，文明出行。 观看演
出的时候，要求专心致志，并报以
热烈掌声；出行的时候，每次学生
都带好环保袋， 顺带捡拾垃圾，做
“文明”小卫士。 回到学校，大队部
还评出“最佳礼仪”中队，通过小白
鸽广播讲述先进事迹。

（三）让“礼貌待人”成为追求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更强化教

育的是“言谈之礼”和“待人之礼”。
要求他们做到讲究良好的公共礼
仪规范，行为举止彬彬有礼，落落
大方，给人的印象是像个“小绅士”
“小淑女” 一般。 学校还成立一支
“小白鸽礼仪队”，把文明礼仪形象
辐射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三、积极地参与，拥有珍贵的
体验

（一）让“班级岗位”发光发热
贯彻 《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文件精神，我校提倡“一人一
岗”，并在班级中醒目的位置标注。
每个学生都是班级的主人，要承担
一个劳动岗位，除了常规打扫以外，
还设立电灯管理员、图书管理员、饮
水服务员、绿植维护员等等，这些岗

怀揣“安国”理想 涵养“贵”族少年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倪 娜

Xuexiaofazhanyuguanli 学校发展与管理

11

DOI:10.16704/j.cnki.hxjs.2018.27.008



2018.09（下）

位的设立，不但有效维护了窗明几净
的学习环境，且激发了每一位学生的
积极性，培养了良好的劳动习惯。

（二）让“兴趣队组”有声有色

学校积极创造条件，成立各种
各样的兴趣队组。比如，舞蹈队、合
唱队、龙狮队、篮球队、书法队、绘
画队等。 两年来，一些队组崭露头
角：龙狮队在全国少儿舞龙舞狮锦
标赛中获得一等奖；舞蹈队合唱队
连续两年在市区艺术节比赛中获
得一等奖；其他各队组也是成绩显
著。平时，学校积极搭建平台，让学
生们上台展示，长此以往，学生兴
趣高涨，积极性更甚。

（三）让“主题队日”熠熠生辉

每学期学校都开展“快乐童年
缤纷脚印”主题日活动，活动当天
全校学生不带书包， 尽享欢乐时
光，内容丰富多彩：快乐游园、缤纷
体验、阳光运动、DIY 美食等等。每
一个活动都是精心设计。每一次主
题日活动，学生会得到一枚独一无
二的编号印章，点开印章上的二维

码，是学校精心记录，制作成精美
的照片视频合集。 从此，美好回忆
将被用心珍藏。

四、和谐地相处，拥有可贵的
品质

（一）让童话故事滋养品行

一个个生动有趣、蕴含着丰富
人生道理的童话故事，是培养学生良
好品行的小法宝。对于低年级孩子来
说，故事，更是成长的重要方式。

学校德育部门从几方面入手，
要求教师施教中注重故事导行，德
润人心。 在环境创设方面，颇具用
心：安国园的四壁，打造成图文并
茂的成语故事墙。 孩子们走过路
过，常常驻足；花园草坪，伫立着许
多座铜质雕像，“司马光砸缸”“岳
母刺字”等，低年级的故事会常常
在这里开展；此外，学校在晨会课、
队会课、午间广播都有规定的“故
事时间”， 并不定时组织各类亲子
故事会、故事分享会以及规模盛大
的“童话节”等。

（二）让仪式教育修养品位

除了“八礼”教育，学校对“四
仪”教育也是非常重视。例如，每周
一的升旗仪式，由各班表现突出或
某方面特别出色的同学担任升旗
手、护旗手，必须着装统一，步伐整
齐，神情庄重严肃。 国旗下讲话的
有教师、各行业模范、校友、也有学
生，形式多样，有读书演讲、微型队
课、小型颁奖仪式等。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都蕴
藏着宝贵的教育资源。学校常举行
节日仪式， 挖掘丰富文化内涵，营
造庄重节日氛围，让学生产生心灵
的震撼，这无疑是进行传统文化教
育和增强民族感的有效途径。

（三）让丰富课程涵养品质

学校努力实施国家课程以及
打造学校的特色课程“安本课程”。
低年级开设“礼仪课程”，中年级开
设“国学课程”，高年级开设“社会
实践课程”。 “安本课程”以家国情
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
教育为重点，努力完善学生的道德
品质，培育理想人格。

[摘 要] 在探究中学会知识、
积累智慧，满足探究本能，是培养
幼儿思考能力、 知识应用能力、创
造能力的关键，因此在幼儿园大班
教育中要重视幼儿的需求，结合幼
儿对事物的认知兴趣拓展其思维能
力，增加其智慧，培养其创造力。 同
时注重激发幼儿的探究本能， 使其
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以满足素质教
育对学前幼儿教育的要求， 使其在
以后的学习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关键词] 幼儿园大班 幼儿
探究 创造力

学前教育是一个不断的探索、
学习、优化的过程，在学前教育中
创造力培养的关键性、重要性已被

广泛认识，关键是如何在教育中实
现。陶行知先生认为在教学中不仅
要启迪儿童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要
引导儿童创造， 解放儿童创造力，
使人人都能创造。我国幼儿的想象
力、创造力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
在显著差异，除了教育资源的差异
外， 教育思想的影响是主要因素，
如何打破常规的教育“牢笼”，科学
地结合幼儿发展需求，满足其探究
本能，是幼儿创造力培养的关键。

一、重视幼儿需求，满足幼儿
探究欲望

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发现，幼儿
感兴趣的事物非常广泛，就以自然
角为例，有的幼儿喜欢观察植物的
生长；有的幼儿对植物的种植感兴

趣；而有的幼儿喜欢观察与植物同
生的小动物，例如，蜗牛、蚂蚁、虫
子等。 在教育过程中，有很多教师
以自己的喜好为基础引导幼儿学
习知识。 为了幼儿的安全，将自然
角的虫子全部处理干净，那么幼儿
的动物伙伴就是我们常见的金鱼、
乌龟，对于一些不常见的生物缺乏
观察机会， 无法激发探究兴趣，也
没有研究的意识。 因此，幼儿教育
要重视幼儿需求、满足幼儿的探究
欲望。

（一）结合幼儿兴趣，合理布置

自然角

在自然角，让幼儿自己收集植
物的“种子”，并让他给其他小伙伴
讲述种子的生长过程、它会长成什

幼儿创造力培养的探索与研究
江苏省张家港市机关幼儿园 章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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