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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号到感叹号：“属于每
位同学的活动”

“亲爱的同学，请你在 5月 6日以

前提交毕业作品设计文稿，在 7 月 6
日以前提交毕业作品成品。”一份来

自华西中学德育处的通知，在“五一”

节前传达到了每位毕业年级学生。

“什么是毕业作品设计？”“学校

为什么开展这样的活动？”“毕业班

学 习 紧 ，哪 有 时 间 完 成 这 样 的 任

务？”……随着通知发出，一时间，一

连串的问号从学生、家长，甚至是学

校老师的心中发出。

面对疑问，文波第一时间作出解

释：中学生毕业设计作品可以是最好

的一篇作文、优异的高考中考成绩，

可以是你新创建的社团、参加志愿者

（或义工）活动的记录，可以是你国旗

下的一次演讲……“只要能展示自己

最好、最特别、最难忘的作品，作品内

容不限，但必须积极、健康、富有内

涵，我们更看重的是毕业作品背后的

故事。”

区别于大学生毕业设计作品专

业性强、要求高、制作时间长等特点，

文波特别强调本次活动“低门槛，易

操作，不增加课业负担”的原则，是一

次“属于每位毕业生的活动”。

活动中，为鼓励同学用心参与、

认真选择，学校决定将作品作为学生

毕业离校后的校友资料予以珍藏，视

作学生对“青春和母校的奉献”。

高三（2）班罗霖同学提交了一篇

名为《惊鸿》的字帖作品，他在说明中

提到，“我的字一直不忍直视，但高中

因为这篇字帖，我的自信得到了提

升。”这个作品代表着他对自己的认

可，文波和学校老师则是从中看到了

教育价值：“为人师者，要牢记培养自

信阳光的学生，帮助学生不断进步！”

高三（2）班唐艺葳同学选择了富

有挑战性的纸模制作。学校的行政

楼见证了她整个高三学习时光，她

“要制作纸质的行政楼模型致敬奋斗

的青春和逐渐成长的华西中学！”

…………

从收到通知时一连串的问号，到

提交的毕业作品说明中，结尾经常可

见的感叹号，伴随疑问消散，学生参与

活动的热情随着孟夏时节一道升温。

毕业设计活动带给学校多
重意义

据学校德育处副主任唐华介绍，

学生提交的作品经学校一一收集、整

理，通过升旗仪式分享等不同形式的

配套活动在毕业季这段特别的日子

中传递，最终在学校毕业典礼上举行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览和颁奖仪

式”，展示学生的成长足迹和个性发

展。

在文波看来，这个活动安排在中

高考临近的时刻有着特殊意义，“活

动提供了成绩排名之外给学生‘加油

打气’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从

活动中真正得到成长，体验到成功和

幸福的快乐和获得感，减少焦虑，以

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学习备考和校园

生活中。”

近期，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份作品

来自学校国旗护卫队。高三（4）班邓

大鹏同学在毕业作品简述中只有一

句话：“将执行任务时沾满汗水的手

套献给母校，表达对华西中学的爱

戴。”此外，邓大鹏还主动联系天安门

国旗护卫队班长，希望能够得到班长

的执旗手套，“通过两双手套代表的

爱国情，将神圣的护卫精神传递下

去”，这份作品一经提交就感动了华

西中学的师生。

作品同样为学校德育和教学工

作带来启发。有同学低年级时函数

成绩糟糕，在高三下苦功，通过整理

错题集，既回顾数学上的得与失，也

磨炼了自己求知上的韧劲。该同学

选择以函数作为贯穿高中的作品，既

有学习进步，又有心智成长，出成绩

的同时深有感悟。文波说，这些带给

了学校如何将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

完美结合的宝贵启示。

“这位同学背后的故事告诉科任

教师，在以后参与低年级教学的过程

中，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实现学校

德育和学生学业进步的双赢。”文波

说。

文波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立

德树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积

极的价值观。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在

中高考的时候仍然去思考，什么样的

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有情感的生

活、有尊严的生活和有挑战的生活。

文波进一步解释说，学生如何选

择作品是自己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通

过分享作品，讲出背后的故事是情感

的表达；学校提供平台让每位毕业生

参与，是学校对学生的尊重，这份尊

重能让学生去体会何为有尊严的生

活；作品设计是一次集中展现学生自

己风采的机会，充满挑战，同学们表

现出的活力与能力带给了华西中学

全体教师惊喜。

（图片由学校提供）

共建双城经济圈 岳池
合川教育率先行

本报讯（康友华 郑浩）日前，岳池

县教科体局、重庆市合川区教委推进

成渝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座谈会

暨签约仪式在岳池县举行。

签约仪式当天，合川区委教育工

委书记、区教委主任朱显贵带领由该

区教委 13 人组成的考察团来到岳池

县，先后参观该县东湖学校、东湖幼儿

园、滨河东路幼儿园和川师大七中 4
所学校。

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岳池县

向考察团介绍了县情及教育概况。双

方围绕办学理念、教育管理、队伍建

设、特色打造、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深

入的交流与探讨。考察团在干部培

养、富余学科教师分流工作等方面给

予了岳池县许多建议。

会后，双方共同签署《重庆市合川

区教育委员会-广安市岳池县教育科

技和体育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据了解，4月27日，四川省教育厅

与重庆市教委在渝签署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

议，提出共建教育合作常态机制、抓基

础教育普惠共享、共助职业教育融合

发展、共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四个方

面合作机制。此次签约，是为加快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

展，让四川省与重庆市签署的框架协

议内容落地落实。

苍溪县计划投资 26 亿
元完善城镇学校空间布局

本报讯（张斌 李彦）日前，2020年

全省基础教育财务、基建后勤、学生资

助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苍溪县教育项

目建设工作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苍溪县教育项目建设工作经验重

点是“三个强化”，即强化规划引领、合

力攻坚和质量绩效，确保规划的前瞻

性、求是性和导向性的同时，协调全县

相关部门共同支持教育项目建设，保

证把教育项目建成优质工程、精品工

程、廉洁工程、高效工程、民生工程、满

意工程。

为此，苍溪县综合研判了全县教

育发展趋势，遵循够用、实用、安全、节

俭的原则，提出了“三集中两扩容”总

体思路，制定了相关规划，并把教育项

目建设作为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乡

镇、教科局工作重要内容。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健全项目建设四大机制，坚

守安全质量底线，突出“细”字；划设项

目建设“四条红线”，落实法规政策极

限，突出“严”字；高悬项目建设“四把

利剑”，严控追责问效时限，突出“硬”

字。

据了解，为了保证教育项目建设

的顺利推进，苍溪县实行了县领导联

挂制度，实行联席会议制度，纳入全县

项目建设“大盘”，纳入全县项目建设

“大比武”、纳入主题教育整治内容、纳

入年度目标考核。制定了《县城学校

空间布局规划》，计划五年内投资 26
亿元，在城区实施六大教育重点工程。

纳溪区河东小学举行主
题演讲，为祖国点赞

本报讯（牟丽 杨燕）“这次演讲活

动很有意义，让我们以最简单、最直接

的方式，将我们对祖国母亲的感恩之

情，以及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之情表达

了出来！”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五年

级 1班屈奥茹同学兴奋地畅谈自己的

感慨。

近日，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举

行“童心赞祖国·幸福中国梦”主题演

讲比赛总决赛。

活动现场，选手们个个热情高涨，

演讲内容精彩纷呈。有的从平凡人物

的事迹开始，将中国抗疫故事娓娓道

来；有的纵贯古今、横亘中外，赞美中

华儿女万众一心；有的直抒胸臆，酣畅

淋漓地展现对祖国母亲的爱……精彩

的演讲引起了师生的共鸣。

本次主题演讲通过班级初赛、各

校区复赛，层层推荐，最终选拔出 7名

选手进入总决赛。

通过本次活动，全校学生再次深

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幸福中国

梦”，争当新时代好少年而努力奋斗！

新闻动态

让每位中学生带着作品毕业让每位中学生带着作品毕业！！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5月25日，五月第四个周一到来，在成都华
西中学的室内升旗仪式上，学校师生们相比往
常有了特别的期待——通过广播聆听同学“毕
业设计作品背后的故事”。

这个环节，是该校5月初开始举办的“中学
生毕业作品设计”活动的“高能时刻”。从5月
11日开始，在每周的升旗仪式上，初三和高三年
级各有一位学生代表，面向全校师生分享自己
提交的毕业设计作品。

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里，该校900余名初
三和高三学子将全员参加，一人不落，每人提交
一份毕业设计作品。据华西中学校长文波介
绍，中学生提交毕业作品是学校探索育人方式
的一次教育创新。目前，学生们踊跃参加，提交
的作品数量持续增加。

成都华西中学创新育人方式——

（上接1版）

李凯：我所在的西南石油大学，从

2016年开始便向凉山州派驻教职工参

与扶贫工作，几年来，学校一直在思考

和探索结合自身的学科专业、人才智

力、社会资源“三大优势”，与当地干部

群众一起，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金阳县，我们的扶贫干部发现，

当地有些群众思想封闭、观念落后，文

化素质较低，遗风陋俗多，“等靠要”思

想严重。学校向贫困户发放的“脱贫

鸡”“致富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见

了。根据当地多为高山和二半山、野猪

数量较多以及彝族同胞养殖家畜不喜

圈养、擅长放养等特点，学校最终确定

了以“借猪还猪，借鸡还鸡”为主要内容

的特色养殖帮扶措施。

学校出资购买猪和鸡，借给每个贫

困户1头能繁殖的母猪、20只小母鸡进

行养殖，邀请养殖专家对群众开展养殖

技术培训，确保养殖成效。同时与村集

体及贫困户签订借养三方协议，待租借

期满后贫困户将等价小猪和小鸡还给

村上，作为村集体经济所有，在养殖过

程中如果猪和鸡自然死亡，贫困户不赔

偿。这项举措通过“借”的方式，给彝族

群众引入了“责任”与“权利”的新观念，

极大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仅解决

贫困户勤劳致富问题，还解决了村级集

体经济问题。如今，“借猪还猪，借鸡还

鸡”政策已在凉山普遍推广。

脱贫攻坚，不仅要让群众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更要促使大家养成好

习惯、形成好风气，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在三河村，我们继续用“教育智慧”

帮助群众突破思想的藩篱，树立勤劳致

富的观念。我们坚持身教代替言传，为

帮助村民养成爱干净、讲卫生的好习

惯，驻村工作人员自带洗衣粉、水盆、扫

把、抹布，轮流到贫困户家中帮助洗衣

服、被套、打扫卫生，时间一久，再懒散

的村民，脸上也“挂不住”，纷纷加入讲

卫生的行列。坚持“小手”拉“大手”，村

幼教点的老师们把“五洗”内容改编成

儿歌，教小朋友们学会儿歌来熟记“五

洗”内容，影响和带动家长。大力推广

“里鲁博超市”，开展清洁乡村和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实行积分制管理，发动群

众主动清扫庭院内外垃圾，把垃圾送到

附近收购点，通过分类称重换取积分，

积分可现场兑换洗洁精、洗衣粉、食盐、

大米、面条和学生学习用具等物品。

《教育导报》：李凯书记用生动、翔
实的案例讲述了脱贫攻坚中的“教育智
慧”，下面请李凯书记与全国政协委员
贺盛瑜就驻村扶贫中的困惑做进一步
交流。

李凯：贺院长，您好！现在三河村

正处在全面决胜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

正在建设大（西门塔尔牛）、中（乌金

猪）、小（中华蜜蜂）和一花（油菜花）、一

草（光叶紫花苕）、一果（冬桃）为主的农

业产业集群，同时保留了三河村寨旧

址，规划建设脱贫攻坚博物馆，积极开

展村民服务技能培训，想通过发展旅游

经济，巩固扶贫成果，实现群众持续脱

贫。发展旅游在三河历史上是头一次，

请您为我们把把脉、支支招。

贺盛瑜：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多姿多

彩、名胜古迹悠久壮丽、民族风俗独特

多样、地质地貌奇特奇异，这使得民族

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极强的

旅游开发可塑性。

三河村发展旅游产业，有先天优势。

一是要结合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加大对民族地区

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硬件的投

入，提高旅游通达性，完善“吃住行游购

娱”这些旅游要素，投资建设特色酒店

和民宿等接待设施，提高景区接待服务

水平。

二是要统筹规划旅游资源，防止旅

游产品同质化。首先，要统筹规划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通过深度挖掘、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设计独具特色的民族旅

游产品，增强地方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形成地方特色旅游产业；其次，要加大

民族地区本地居民旅游服务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的乡村旅游服务能力，增强民

族地区旅游资源展示功能。

最后，要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推进

民族地区全域旅游观念深入人心。要

激发民族地区居民内生动力，引导民族

地区居民主动融入乡村旅游建设中，形

成政府有规划，产业有布局，基层有行

动的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连线全国政协委员和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中的“教育智慧”

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观察、记录实验数据

学生认真对照设计图纸组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