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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正湖 丁贵英

9月的张家界天门山， 秋高气爽。27日
上午， 山脚下的天门小学飘出阵阵欢快的
土家族音乐，学生们穿着土家族服饰，跳起
摆手舞，做起武术操、花灯操……这是每天
的大课间活动， 他们做完全国广播体操后
的必备活动。

将非遗项目融入课堂、课间、课后，全
校师生人人会唱土家山歌、做土家手工、玩
土家游戏、了解土家族历史。近日，张家界
天门小学的“张家界非遗项目进校园实践
案例”入选由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指导、中
国青年网主办的2018全国“非遗进校园”十
大优秀实践案例。

土家族的孩子， 不能忘记
民族的歌谣

天门小学有两个特点： 一是学生大多
来自张家界的边远大山， 父母多数在外地
打工。二是八成师生是土家族，此外还有白
族、苗族和汉族等。

湘西一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民族
特色浓郁，在张家界市和自治州，仅国家级
非遗项目就有32项，包括桑植民歌、土家族
打溜子、土家族咚咚喹、土家族摆手舞、湘
西土家族茅古斯舞、仗鼓舞、土家族织锦技
艺、张家界阳戏等。

“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喜欢的文化项
目和体育活动，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国

家也在倡导‘非遗进校园’，为什么不让他
们感受我们的快乐， 从当地的民族文化中
找到自信呢？”于是，天门小学的老师们开
始尝试，以土家族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民族
和本土民俗文化，在校本课程和课间、课外
活动上做文章。

9月27日下午，洒满阳光的天门小学操场
上，土家族体育教师石成正在教六年级3班的
孩子骑高脚马。同学们4个一组，在石成的指
导下，从单脚开始练习，玩得不亦乐乎。

高脚马类似于高跷， 为一根1.5米长的
竹竿或者木棍， 在距离地面30厘米至40厘
米处安装短竹（木）片踏板制成。

石成说：“过去， 高脚马是我们在雨天
走村访友的工具。它讲究手脚协调配合，力
量、耐力、灵敏性和柔韧性都能得到锻炼。”

2014年，石成研发的《民族传统体育：高
脚马》课程在省第12届中小学“体育与健康”
教育教学评优活动中，获评二等优质课。

音体美创新课，皆有土家乐

高脚马课程的获奖， 让天门小学大受
鼓舞。同年，学校制定了《非遗传承五年规
划》，成立了非遗进校园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全方位挖掘土家族文化。

学校成立了土家族民族文化传承研究
团队，收集整理土家族民谣、故事、舞蹈、诗
歌、花灯戏等，编辑成校本教材《张家界土
家文化》，包括土家族音乐、体育游戏、手工
3个部分。

“学校根据不同的传承项目成立了课

程资源开发小组， 开发过程中注重与现代
社会和学生生活相结合。”天门小学校长楚任
杰介绍， 该校通过聘请民间老艺人和本土文
化人士，与长沙师范学院、怀化学院体育学院
合作开展民族舞蹈、民族体育培训，每个年级
分类培训2到3名教师， 保障非遗传承师资队
伍的同时，向学生教授非遗项目。

每天下午放学后， 做完功课后的课后
服务时间， 充满土家族特色的活动中心热
闹极了。近30个文体项目在这里开展，砂石
画、土家刺绣、簸箕画、仗鼓舞、铜铃舞……
非遗有关的项目占了一大半。

“叔叔阿姨远方来，哎嗬嗬嗬耶，欢迎你
们来到土家寨……”中高年级孩子唱着《土家
儿童迎客歌》，欢乐又喜庆。低、中、高年级组
建了3个土家族民歌合唱团队， 每个学期，每
个孩子都会学会2首以上当地民歌。

五年级11班朱泓宇的父亲说：“我的妻
子是土家族，我们都是80后，平时接触非遗
项目的机会比较少。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学，
经常和我们一起唱土家族的歌曲、 跳茅古
斯、做花灯操，我们都很喜欢。”

以土家族日常使用的簸箕为“画布”，
用石头、稻草、彩纸做成“簸箕画”。艺术实
践工作坊《簸箕画制作》在湖南省第6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同获
一等奖的还有合唱《咚咚奎》《欢乐的那达
慕》等。

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近年来，天门小
学在省、市、区的“三独”（独唱、独舞、独奏）
比赛中，学生获奖级别、等次和人数逐年上
升，2018年获奖人数达85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李常

“一年级的学生开始写字，现在请二年
级学生拿起课本， 我们翻到第五课……”
9月24日， 湘西泸溪县石榴坪乡红桥教学
点的教师李兰， 正在给3个年级19名学生
上课。

这是一所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乡村学
校。从28岁到44岁，李兰作为唯一的教师始
终坚守在这里。

校园管理、修理工、环卫工、校医、教书
育人、为学生准备营养午餐……16年来，李
兰包揽了所有的工作， 为这里的每一位学
生撑起了一片天。

“修理工 环卫工”：学校比家
更重要

从县城出发，山路崎岖蜿蜒，颠簸2个
多小时才能抵达红桥教学点。 青山碧水之
间，红瓦白墙，国旗飘飘，书声琅琅，这所乡
村学校显得格外清新美丽。

2003年7月，28岁的李兰怀着对教书育
人的美好憧憬来到这里任教时， 这里还是
非常“寒酸”———一栋低矮破旧的教学楼，
几张破旧的老式木桌椅、一张简陋的讲台，
泥巴操场坑坑洼洼，窗户面目全非，门没有
一扇是完好的，没水、没电……

家人和朋友劝她走，可村民的挽留、孩
子的期盼，让她下了决心：“我是农村孩子，
如果连自己都嫌弃， 怎能期望别的老师来
红桥？”

第一个周末，李兰就到集市上自己掏
钱购买了水泥、铁锤、钳子、锯子、铁钉、锁
具等，俨然女汉子般当起了“修理工”。“叮
叮当当”响了几天后，桌椅脚稳固，门上了
锁，窗户玻璃也都装上了；又自个儿提水
搅拌和水泥，把地面一一平整；摆上两个大

水缸，用来收集雨水作洗手、清扫之用……
开学报名时，学校大变样，家长们“啧啧”
称赞。

2009年，一位村民强行在操场搭建了
晾烟棚， 拆除后留下尖硬的铁桩十来个，
仿佛一排排“梅花桩”。 为了学生们的安
全，李兰徒手拿着铁锤敲打铁桩，足足敲
了9天，铁桩与地面齐平了，她的手也磨出
了血泡。

李兰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环卫工”：每
天早晨亲自打扫400平方米的卫生，铲掉学
校周围掉落的牛屎、羊屎，从不给学生“分
摊”打扫任务。“学生年纪太小了，自己辛苦
点没事。”李兰说。

在李兰心里，学校比家更重要。为了改
善学校条件， 李兰东奔西走。2014年以来，
“改薄提质” 工程惠及红桥教学点： 通水
电，砌围墙，建厕所，平整操场，购置篮球
架和体育用品等……学校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李兰也喜上眉梢：“党和政府给了
孩子们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我更要安心在
这里教书。”

“兼职校医 妈妈老师 ”：
每个孩子都如同亲生

李兰的办公室里，常备着络合碘、创可
贴等医疗物品。“村卫生室距学校1公里远，
走路得15分钟，碰到摔倒、感冒等小问题，
我得帮孩子们处理。”16年来， 李兰自掏腰
包做兼职校医，从不收费。

2012年9月一天清早，学生李检金突发
高烧，陷入昏迷。李兰立刻抱起孩子，狂奔
一公里路，火速送到村卫生室。在医生的及
时治疗下，李检金醒了过来，李兰才发现自
己鞋子跑烂了一只。“是李老师把我孙子
从阎王手上抢了回来。” 李检金奶奶感激
地说。

学校90%以上是留守儿童， 李兰就充
当“代理妈妈”的角色。给孩子们擦手洗脸，
剪指甲，买水果吃……在她的心里，每个孩
子学生都如同亲生。

学生李涵萱爸爸开卡车出了事故，李
兰为她垫付了所有的教辅资料费； 学生吴
晴雨患上严重脑部疾病， 她立刻掏出仅有
的400元钱给吴晴雨的爷爷；学生李嘉耀家
境贫困，她两次掏钱资助……而当时，李兰
除了供孩子上大学，丈夫也在医院治疗，家
里经常捉襟见肘。

“教学能手 最美教师 ”：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李兰常把这句
话挂在嘴边，她也是这么做的。班上学生李
学鹏，性格孤僻，成绩差。李兰帮他融入课
堂，找回自信；课后找他谈心、关心鼓励，辅
导学业。慢慢地，孩子打开了心扉，变得活
泼开朗，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

李馨怡同学刚到学校时， 李兰发现她
基础差，写个简单的“木”字，笔画歪歪斜
斜。李兰课上课后手把手教她，现在，她已
经能写出工工整整的汉字， 成绩有了很大
提高。

这样的“问题学生”，李兰从没有选择
放弃或责备，而是找准“病根”因材施教。16
年来，李兰坚持每个学期对每个学生家访2
次以上，搭起了一座座家校“连心桥”。

多年来，李兰一心扑在教学上，成为众
人称赞的“教学能手”。近几年来，她教的一
年级语文成绩曾名列全学区第一， 二年级
数学成绩曾在全县名列第二十名。

她的付出也得到了肯定，先后获“乡优
秀教师”荣誉称号3次，县政府嘉奖2次，湘
西州“君天同心烛光奖”1次，2次荣获“泸溪
最美教师”称号。

文化视点

一师一校十六年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任泽旺 谢文彬)10月8日，记者从江永
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获悉，女书文化旅游周
将于10月12日在长沙启幕。

据了解，此次“女书文化旅游周”以“姐妹
同心、感恩母亲、感恩祖国”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挖掘女书文化内核， 全面提升女书文化品牌。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10月12日将在长沙举行

开幕式和女书文化传承与创新高峰论坛，并现
场展示女书服饰、 发布女书收藏品“夫人瓶”
“如意瓶”、鉴赏文艺作品《八角花开·女书唱
给母亲听》；10月13日至20日，在江永县上演
大型女书史诗剧《八角花开》，并推出女书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体验游， 举办女书习俗体
验、瑶山油茶品鉴、瑶绣坊做客、上甘棠家学
讲堂等活动。

女书文化旅游周12日在长沙启幕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卢宗旺）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管
理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在怀化学院开班，
近百名学员将进行为期5天的综合素质提升培
训。 这标志着怀化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打造的
“大湘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项目开始运行。

怀化及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有历
史文化名人粟裕、滕代远、向警予等，还有诸如
通道转兵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
旧址、安江农校纪念园等红色文化名片。

“大湘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项目，系怀
化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依托怀化学院办学资

源，以大湘西红色文化为特色，以学员综合
素质提升为重点，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尤其是为高校党政干部、思政课教师等提供
集中培训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求，采取
“专题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 的模式
对学员进行培训。

怀化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周文介绍，该
院通过打造“大湘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项目，
充分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助推怀化文旅融合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助推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

怀化学院“尝鲜”大湘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

天门山下，土家新苗在发芽

10月8日，嘉禾县金田路，志愿者劝导员在维护公交站乘车秩序。近年，该县800余名干部职
工、志愿者加入文明劝导行列，每天在县城交通繁忙路段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成为城市的一
道亮丽风景。 黄春涛 摄

文明劝导 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陈薇）今天，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颁奖典礼”
举行。其中，湖南馆获得北京世园会组委会特
等奖。

据了解，湖南馆由湘潭盘龙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负责设计、施工、制作，该馆是传统的
园林庭院，其设计创意源于“潇湘八景”和岳
麓书院，以“情满潇湘”为主题，以“追求人与
自然和美共生、和谐相处”为核心理念，传统
园林技法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尽显三湘四水
之灵秀、湖湘文化之魅力。整个建设过程中，

没有使用任何对环境有害的工业品， 一批
数百年历史的黑松、柏树、枫树等盆景以及
一批珍贵的兰花， 为整个园区增添了无限
的灵气。整个世园会期间，湖南馆吸引了众
多游客拍照留影， 大家纷纷为该馆的精巧
设计点赞。

据悉，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共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包括中国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在内的120余个非官方
参展者参加。 该活动自4月28日开幕以来，共
吸引934万中外观众前往参观。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行颁奖典礼

湖南馆荣获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