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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办不到 3 年的砂子塘魅力之
城小学， 细心的家长们感到孩子们
的大变化。 刚入学校爱蹦乱跳的他
们，如今变得文静和雅气。 校长丁君
囡透露其中秘密， 就是培养孩子们
良好的读书习惯。

在丁君囡看来， 老师只有静下
心来， 才能教好书； 学生只有静下
心，才能读好书；学校只有静下心，
才能办好教育。 于是学校千方百计
营造书香校园，还牵头构建“阅读共
同体”。 今年 4月 12 日， 第一批 35
所中小学校组成的雨花区“大阅读”
联盟启动仪式在该校举行， 全区校
长、老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绘“书香
浸润生命”美好蓝图。 8 月 19 日，在
长沙市暑期教育工作会上， 丁君囡
作为长沙市小学校长唯一代表，进
行了书香校园建设的主题分享。

雨花区高度重视书香校园建
设，不断加大投入，改善校园建设，
提升学校文化品质。 区教育局鼓励
学校积极开发多种阅读课程， 要求
常规阅读课程将阅读与常规课堂深
度融合，每周每个班级一节阅读课，
老师随时为孩子们推荐好书， 交流
阅读心得。

目前， 各学校阅览室藏书量达
人均 30 本以上。 各所学校因地制
宜，努力营造阅读氛围，全面开放阅
览室。 泰禹小学等多所学校，开放式
设立图书室，并设置个性图书角，让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阅读的好
场所。 各学校先后邀请知名作家毕
淑敏、汤素兰、周静等走进校园，与
孩子们面对面零距离交流， 让孩子

们触摸经典，亲近文学。 很多学校还
编写了阅读校本教材， 如《每日一
诵———经典诵读手册》。 同时，鼓励
亲子共度，开展家庭之间好书推荐、
“亲子阅读秀”、好书漂流等活动，让
书香溢满校园并飘香于家庭。 2018
年长沙市“爱阅读善表达”小学语文
学生素养大赛中，砂子塘吉联小学、
德馨园小学、 天华寄宿制学校荣获
一等奖（全市共 7个一等奖）。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一位好教师，就是一种好教育；一位好
学生，就是一个好未来。 ”雨花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 局长谈到对教育工作的
体会。雨花区不仅重视学生读书，还积
极倡导全体教师读书。 先后组织开展
“校长论坛”“校长沙龙”等面向全体校
长的读书活动，开展“读书之星”“写作
之星” 评选等教师读书活动， 通过阅
读、交流、体验等活动，提升校长治校
育人的能力， 营造书香校园人人读书
的良好氛围，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全区现有名师工作室 22个，市级卓越
教师 44人，市级骨干教师 116人，区
级学科带头人 31人， 区级骨干教师
1111人。还涌现了全国优秀教师华玉
凤、全国少先队名师欧阳爱湘、长沙市
首席名校长李臻、 科技创新教育名师
刘道丰等一批名师。 2018年“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雨花区获
评市优课 91节，省优课 26节，部级优
课 19节，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读书应该成为师生最大的爱
好。 ”雨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江红
深有感触地说，在他看来，校园乃是
读书之地，应该充满书香气。 读书，

说的不只是读课本、看教材，更包括
了广泛的阅读。 不只是读有形之书，
还包括了读无形之书。 所谓，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

为了让教育“活”起来，雨花区
教育局出台《雨花区属学校中小学
研学活动实施管理办法》及《实施补
充意见》， 规范开展实施研学活动，
突出研学育人目的。 雨花区不遗余
力主动联结优质资源， 把孩子
的视野延伸到课堂之外，与
省非遗管理中心联手打造
非遗传承基地， 与湖南省
森林植物园联手创建成
长训练营，与湖南省话剧
团联手建立“雨花小小话
剧社”等。 连续两年，雨花
区用心组织“快乐益家·追
逐梦想” 课后三点半课堂，
惠及近千名进城务工人员子
弟，培训项目涉及绘画、篮球、
声乐、演讲、科技、剪纸、象棋、创客
等项目，此公益培训，在有效地减轻
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负担同时，更
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 � � � 4月 20日， 长沙市雨花区
枫树山大桥小学三、 四年级全
体同学收到学校的礼物———
《“新三好”成长足迹》手册。

“这个由我们学校老师自
主研发的手册， 目的就是用一
天一练的形式， 让孩子们培养
写字的好习惯，把字写好，把心
静下来，把心态调整好。 ”校长
张洪波如是解释。 打开手册，笔
者看到手册的每一页都有供学
生临摹的字体，有写字的空格，
有家长签字的地方， 有教师阅
批的位置等。

汉字，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美的文字， 最具文化底蕴的文
字，多少年来让无数人痴迷。 然
而，电脑的普及，曾令不少人迷
失了方向，许多人手变得生疏。
如今， 在雨花区所有学校都把
书法列为十分重要的课程，写
字成为了师生们的必修课。 雅
塘村小学坚持用汉字拟人书写
法进行写字教学已有 5 年多，
他们把写字教学作为校本课程
开发，2016 年申报了省级课题
《信息技术在拟人书写法中的
应用研究》，2 年来，编制了校本
教材，还录制了十几堂微课，每
年都举行师生写字比赛。

写的是字，练的是心，体现
的是毅。 长期坚持，不仅能使你
写得一手好字，让人刮目相看，
而且能锻炼你的心智， 磨炼你
的毅力。

这些年， 雨花区高度重视
写字教育。 自 2012年成为湖南
省唯一的“全国写字教育实验
区”以来，该区书法写字教育工
作一直稳步前行。 他们通过常
规视导，下校督导，教师培训、
教学竞赛、优质课观摩、精细化
培训、论文竞赛、“两笔字”比赛
等多种形式， 提升全区写字教
育的品质， 让全区中小学校重
视写字、认真写字、爱上写字。

他们将书法写字教育科
学划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常
态化的写字教学， 将它纳入日
常课堂教育教学范畴， 以语文
教师为主体， 语文课堂为主阵
地，所有学科全科参与、所有教
师学生全员参与，雨花区 85 所
中小学校写字教学开课率已达
到 100%，形成“提笔即练字”的
意识，课课练、日日练，抓好写
字普及工作，从作业、从试卷、
从日常书写等全面提升学生书
写能力。

另一层面是特色化的书法
教育。 全区共有 16 所省级“写
字实验学校”，其中 9 所学校已
挂牌“全国写字教育实验学
校”， 书法特色教育不断壮大，
目前该区已有赤岗冲小学、曹
家坡小学、关刀小学、杨林小学
等学校开设成班建制的毛笔书
法课。2018年上学期，红星实验
小学在湖南省图书馆举办书法
实验班毕业展，得到书法界、教
育界的高度赞扬， 这次展览在
全省也是史无前例的。 真正实
现了写字教学全区参与、 全科
动员、全员行动的发展趋势。

走进雨花区的校园， 处处
弥漫着墨香， 每个教室里都有

“文房四宝”，每个办

公桌上都摆放着笔墨， 甚至每
层教学楼的拐角空闲处都摆放
着一张练字的案台。 闲暇时，学
校的学生、老师、门卫、保安都会
提笔练上几幅毛笔字， 这已成
为一种时髦和自觉。

2018年 11月 17 日， 区里
组织中小学教师“两笔字”比
赛， 全区 1124 名教职工参与。
“掌上长沙”以“雨花区教师决
赛‘两笔字’，局长校长新进老师
齐上阵”为题进行了报道，点击
量达 30余万。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正
如杜甫的这首诗歌有描绘的，
如今，在雨花区，“新三好”营造
出的良好发展态势， 像一块磁
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势教
师、学生，来到这里学习和工作。

“最近几年，我们每年都招
聘两三百年教师， 报名的教师
非常踊跃。 ”雨花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说，学生近 11 万人，然而
每年还是有不少学生要求来雨
花区读书。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幸福
感，雨花区教育局抓实“教师幸
福实事工程”， 争取申请了 294
套公租房，并配齐了设施设备，
教师直接“拎包入住”，为符合
条件的无房教职工解决了安居
问题。

据介绍， 雨花区现有区属
中小学校 85 所， 学生近 11 万
人。 为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求， 雨花区重点实施集团化
办学，区属 13 所中学全部与省
市名校合作办学。 稻田中学
“一校两址”，百年老校焕发勃勃
生机；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一
校四址”，“求真至善，学贯中西”
孕育国际视野的莘莘学子；砂
子塘教育集团“一校十一址”，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凝聚共识，
枫树山教育集团“一校九址”，
“远视教育”着眼师生未来；长塘
里小学“一校两址”，教育信息化
为学校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区教育局一幼、二幼、三幼教育
集团，发挥示范作用，引领全区
学前教育发展。2019年，将重点
推出泰禹教育集团、 育新教育
集团，六幼、七幼教育集团，让更
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根据
区域发展和民生需求，未来三年
（2019-2021） 雨花区还将投入
26亿元， 新建 35所优质中小学
校，新增学位 5.5万个，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
度。 ”雨花区委副书记、区长刘素
月说道。

近年来， 雨花区教育成绩
显著，区域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优质学校不断涌现， 学生素质
全面发展。 先后荣获全国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区、 全国首批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 全国教
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典范区、全
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区、 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
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湖南省教育强区、湖南
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城市（区、县）等荣誉。 2018 年
11 月 14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主办的《调查与研究》第 11
期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题，专版推介雨花区教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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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静待花开
———长沙市雨花区以“新三好”为抓手创新育人举措

� � � � 12 月 11 日，湖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在长
沙举行。 作为观摩会现场之一，长沙市雨花区坚持
“立德树人，让每一个生命出彩”的新举措，引起来
自全省 14 个市州数百名教师的浓厚兴趣和极大
关注。 事实上，这些年，雨花教育已经成为全省基
础教育的一张闪亮“名片”，他们的诸多创新思路

和举措，常常成为同行们追逐和学习的目标。
正如雨花区委书记张敏所说：“师生焕发

出活力、课堂洋溢出光华、特色彰显出个性，一直
以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也希望，通过努力，
不断推进雨花教育均衡、高水平发展。 ”

前几年，雨花区提出“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
家里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的“三好”
素质教育。进入新时代，雨花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
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创造性推出“健好身、读好书、写好字”的新“三
好”生命教育。

� � � � 有件事情至今令砂子塘吉联
小学校长朱鸿雁津津乐道，去年他
们举行的一场班级足球赛，不仅世
界冠军熊倪前来观战，还引起美国
和英国驻华大使极大兴趣，专门给
孩子们发来贺信。 这一被取名为校
园足球世界杯的比赛，每个班级组
成一个足球队代表一个国家，32个
班就有 32个足球代表队。

吉联小学对学生体育的重视，
是雨花区高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雨花区在深入推进生
命教育区域特色的过程中，格外重
视体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先后新建
足球场 25 个，体育馆 21 个，添置
了一批设施设备，保障体育运动的
开展。 近三年仅招聘专职体育教师
就有 72 名。 各学校抓实阳光体育
大课间，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以上。 举办中小学体育节，将中小
学田径运动会、篮球赛、排球赛、击
剑赛、阳光体育运动会等 8 个体育
赛事融为一体，以赛促练。

心理健康教育中，该区积极探

索践行将心育理念与学生成长全
面渗透，融合。 各中小学将心育贯
穿于各个阶段，雅礼雨花中学等省
市级心理示范校更是将适合学生
特点的心育内容无痕渗透到日常
教育活动中，枫树山小学编写校本
教材《枫树山小学心灵成长自助宝
典》，引导每一个孩子“感受快乐享
受生命”。

全面落实“体艺 2+1”，要求每
个学生拥有一种艺体技能。 按照
“一校一特色、一生一特长”的发展
要求，引导全体学生积极参与体育
特色创建。 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试点区为契机，全面推进全区体育
教学改革。 全区现有 50 所学校布
点校园足球，每校每周至少保证一
节足球课、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校
85%以上学生参加的校园足球班
级赛、正努力实现每校“班班”建有
足球队，现全区有 128 支年级足球
队。 雨花区作为全省唯一区县，入
选为“全国 2018 年校园足球‘满天
星’训练营”。

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每年举

办一次全员运动会，每个学生至少
参加一项体育项目。 足球教育和乒
乓球教育传统特色校长塘里小学，
要求每个孩子至少掌握陪伴终身
的两项体育运动，一项艺术技能。

健好身，令全区学校面貌焕然
一新，孩子们受益匪浅。 目前，全区
特色体育项目涵盖武术、轮滑等 13
个项目，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 被全国啦
啦操委员会授予“全国啦啦操实验
区”，有 21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2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篮
球特色学校、16所全国啦啦操实验
学校、21所长沙市体育项目传统学
校、1 所长沙市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学校。 2018年，长沙一中雨花新华
都学校代表长沙体育代表团参加
省运会，获足球赛乙组冠军，德馨
园小学获中国足协主办的“我爱足
球”娃娃组全国总冠军；和平小学
获长沙市中小学生篮球赛女子组
冠军， 桂花树小学获男子组亚军，
两所学校入选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篮球特色学校。

全区每年直接参加雨花区体
育赛事的学生达到 15000 人。“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逐年提
升，2018 年体育中考合格率名列
全市第一，学生的肥胖率、近视率
进一步降低，低于全省平均值。

健好身———“美好教育从健康身心开始”

读好书———“读书应该成为师生最大爱好”

写好字———“培育文化自信根基”

王 茜 杨 娜 何兵生

� � � � 泰禹小学三百多名师生参加第三季中国诗词
大会，集体朗诵《沁园春·长沙》。

� � � � 枫树山大桥小
学的“新三好”成长
足迹手册。

全区校长和教师开展两笔字比赛。

雨花区领导调研幼儿园。

� � � � 吉联小学是全国
足球特色学校， 孩子
们在做足球操。

� � � � 你好吗？ 健身、阅读、
写字，请相信自己！

� � � � 长塘里小学传承足球教
育三十载， 让每一个生命绽
放精彩。

雨花区委领导在学校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