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阁县：让德育深植于校园文化的土壤
■ 刘娉娉

近年来，广元市剑阁县教育系统紧紧围绕“五育并举，以德为先”的
育人理念，以特色为抓手，以实践为核心，以活动为载体，在全县中小学
开展“红、绿、土，知、行、践”德育主题活动，构建具有剑门山区特色的德
育工作体系，打造了一批具有引领性、标志性、内涵性的特色校园，“一校
一品牌、一校一特色”的校园文化格局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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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定点帮

扶的藏区深度贫困村——甘孜州得

荣县木格村，村民们小心翼翼采挖出

半野生冬虫夏草，手捧精心养护20余

天的辛勤成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强化科技

扶贫，助推产业发展的又一举措。木

格村第一批半野生虫草种植于今年3
月启动，在学校科研专家悉心指导

下，由学校挂职扶贫干部具体落实，

在当地 18户村民家选址开展冬虫夏

草种植扶贫试点。据了解，本次种植

僵虫 3000根，收获虫草 2424根，在各

试种点，最低出草率 65.27%，最高出

草率 93.41%，综合出草率 80.8%，初步

达到预期目的。在采挖当天，成都中

医药大学还组织企业进行现场收购，

当即实现户均纯增收1000-2000元。

半野生虫草种植指导专家、成都

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国锦琳介

绍，冬虫夏草是我国著名的三大补

药，年产值300-500亿元，属于青藏高

原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我国，虫

草也是我国藏区人民的主要经济来

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过

度采集，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下降严

重，影响了藏民的收益，如何野外就

地恢复冬虫夏草成为推动藏区脱贫

致富的重要工作。

得荣县木格村是藏区深度贫困

村，也是野生虫草的重要分布区。该

村于 2019年完成“两不愁三保障”脱

贫指标，退出贫困村序列，顺利实现

脱贫目标。时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之年，学校进一步深化脱贫攻坚

工作，落实精准扶贫措施，巩固定点

帮扶地脱贫成效。木格老村气候恶

劣、土壤贫瘠、资源匮乏，除了传统的

种养殖业，新的产业发展极其艰难。

几位帮扶干部，不断思考探索长效产

业发展思路，开展了玫瑰、花椒试种，

推进土豆、蜂蜜代购等一系列项目。

通过帮扶干部两年多的积极努力，在

学校中医药科研专家帮助指导下，结

合当地村情民情实际，探索出适合木

格村长效发展的产业——半野生种

植虫草。

该项目依托国锦琳教授课题组研

究成果。课题组自2007年开始从事冬

虫夏草的资源研究，有3个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20余个部省级项目的支持，

在冬虫夏草资源、鉴定与冬虫夏草浸

染形成机制方面均取得较大的进展。

课题组已经成功完成了人工培育冬虫

夏草并转化，工厂化生产已经较为成

熟，近年来，在冬虫夏草就地恢复方面

取得较大的进展，已经在松潘县、九寨

沟县和得荣县取得成功。

根据学校 2020 年精准扶贫重点

工作计划，采取“学校科研指引+公司

运营管理+村合作社种养”三位一体

模式，在木格村开展半野生种植虫草

试验项目。学校邀请技术人员实地

考察木格老村地理气候条件，进行土

壤成分分析，论证种植虫草可行性。

帮扶干部组织有力，制订试种方案，签

订三方协议，确保虫草实验项目全周

期各环节有保障。由学校捐赠4万余

元，购买3000条虫草僵虫，分发到全村

18户，每户种植 160余条。在专家组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村民积极养护虫

草，精心照料。帮扶干部及时跟进试

验项目，每3天到老村查看生长情况，

指导村民做好虫草养护。

国锦琳介绍，人工种植虫草具有

诸多优势，如一是占地面积小，每平

方米可种植 100余根虫草，在扶贫地

实施规模化种植有基础。二是虫草

生长周期短，投入精力少，在虫草生

长期，只需控制好光照和湿度即可，

20-30天便可以收获。三是药用价值

好、经济价值高，销售市场广阔，每根

虫草的纯收益为10元左右。因此，人

工种植虫草是具有长效性、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木格村半野生虫草试验项目充

分发挥了学校科研扶贫、技术帮扶的

优势，也体现了学校在帮扶工作中精

准脱贫、长效巩固的初心。今后，木

格村将进一步扩大半野生虫草种植

规模，帮助村民长效增收，巩固精准

脱贫成效。

传承“红色”基因 打造爱国主义
精神高地

剑阁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纳入总体规划，充分挖掘红军强渡

嘉陵江、升钟起义、马鞍山红军文化等

丰富的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并组织全县中小学生

走进基地开展实践教育活动，让红色

文化引导人、塑造人、激励人。

剑门关小学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在四川援建的唯一一所八一

爱民学校，学校以援建为契机，通过

“听、读、看、贴、唱、念”等方式开展丰

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活动，打造了红军

浮雕墙、将军亭及感恩墙等为文化宣

传阵地。同时，编写了《剑门情》《剑门

芳草》等校本教材，把红色校本教材的

教学与学科教学有机结合，将革命传

统教育渗透于学科教学中，形成了课

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

的育人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广大师生心灵深处落地生根。

推进“三绿”文化 建设滋养心灵
的生态校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学校不

仅是一个教室、操场的概念，同时也是

孕育滋养心灵的生态文明环境，在潜

移默化中发挥着环境育人的功能。

学校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渐

次推进、逐步完善”为策略，以“校在林

中，楼在绿中，人在景中”为目标，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有序推进校园环境建

设，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建构

了以绿色环境为基，以绿色活动为核，

以绿色课程为魂的“三绿”文化。

在美丽的乡村学校高池小学，学

校以莲花为文化核心，以“养圣洁之灵

魂，习优雅之行止”为校训，结合“莲

品”“莲色”“莲香”“ 莲韵”精神构建校

园文化，让师生拥有荷花般圣洁的风

骨与品行。同时，学校从莲花“高尚、

正直、廉洁、和雅”品格中挖掘出丰富

的教育思想，通过创建特色活动项目、

教学模式、特色课程等方式，开展“莲

之爱”诗词诵读比赛、“清清莲风·浓浓

荷香”主题书画比赛等特色活动，将各

学科渗透融合莲文化内涵，构建莲文

化校本教材，形成了在市县都极具特

色与影响的校园文化。

截至目前，剑阁县已经打造了市

级“最美乡村学校”14所。

弘扬“乡土”文化 书写新时代的
家国情怀

剑阁县作为首批天府旅游名县，

有着丰富的地方乡土文化资源优势。

学校通过建设书香校园、了解民风民

俗、寻找名胜古迹等方式，深挖剑门

关、翠云廊古柏树群、拦马墙等名胜古

迹与自然景观，了解高观皮影、杨村傩

戏、白龙纸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学

生切实感受到剑门山区本土的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家国情怀。

在龙江小学“李榕纪念馆”里，五

年级 2班的解说员王恒同学正在为来

访客人介绍：“清代翰林李榕是剑阁下

寺人，一生清廉为官、清白做人……”

龙江小学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乡贤名

人资料，以清代翰林李榕为典型代表，

建立了首个川北“家规家风教育基

地”——李榕纪念馆，并以此为载体，

探索“家规家风教育基地”的建设，构

建家风德育与传统文明的活动体系。

同时，学校开展“讲家训、传家风”“家

校共育——与李榕对话”“李榕思想研

讨年会”等活动，结合当前农村小学教

育的现状，从家庭“家规家风”入手，让

学生深入了解家乡文化。

同时，全县中小学校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精神，

1300 个班 6 万余名学生同步开展了

“劳动美·乡土情”主题班会活动，深挖

乡土丰富内涵，组织了解新中国的伟

大成就、分享劳动名言故事等形式多

样的活动，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培养勤俭、奋斗、创

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形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营造“劳动最美”的浓厚氛围。

传承中华美德，铭记乡土情。丰

富的“红、绿、土，知、行、践”德育主题

活动，已成为剑阁县中小学校园里一

道最亮丽的风景。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比文化课

成绩，我们可能比不过城里的学生，但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社会实践场地。”日

前，记者来到仁寿县满井镇初级中学

采访，校长李建勇提到的“实践场地”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原来，仁寿县青少年社会实践基

地 2012年就落户满井镇初级中学，几

年来，学校累计投入近千万元，改善了

教学环境、增添了设施设备，相继建成

了 4000平方米的拓展训练场地、法治

公园、模拟法庭、警示教育室、科普体

验室、禁毒体验室等，还打造了农耕文

化展示园，编写了农耕文化科普读本。

“实践基地的建设帮助我们打开

了办学育人的思路。”李建勇介绍，学

校利用乡镇学校的自身优势，丰富育

人路径，依托青少年社会实践教育基

地，探索学校办学新样态，开创了一条

独特的“教育+实践”发展道路，让一个

普通乡村中学走向特色办学之路。

该校学生来自周边十多个村子，

学生们在山野田间长大，在寄读这所

城乡结合部的中学后，一堂堂生动的

法制教育、科普体验、拓展训练、劳动

教育实践课，使学生从中受益，在实践

教育中锻炼能力、增长才干。

学校素质拓展课教师黄玲利认

为，社会实践教育帮助老师加快更新

教学理念，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从

关注“教”变为关注“学”，让教学更具

创造性、体验性和生命性。同时，通过

“教育+实践”的特色发展之路，学生的

文化课成绩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了

大幅提高。

社会实践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全

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文化成绩上，更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同时

也激励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我喜欢上社会实践课，让我可以

自由展示自己的长处。”一大早，八年级

4 班学生张莉来到了学校素质拓展基

地，这节课的学习让她满怀期待。

“以前学校的环境破破烂烂，有的

老师教学没干劲，有的学生学习没动

力，现在通过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和

各种活动的开展，学校不仅精心打造

了校园文化，还有模拟法庭、警示教育

室、禁毒体验室等。以前，我们不愿意

提社会实践，现在，经常主动向教育同

仁推介社会实践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好

处。”李建勇说，他们实实在在尝到了

学校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的甜头。

如今，满井镇初级中学在课程设

置、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等环节，加强

了社会实践教育内容的融入，已初步

构建了社会实践教育特色课程体系，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每一

位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在北川
县揭牌

本报讯（白纲）6月 29日，绵阳飞行职

业学院揭牌仪式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

作为中国科技城（北川）航空城“大美羌

城-泛美航空科技城”的核心项目，绵阳飞

行职业学院是四川省 2020 年新增设的一

所飞行学院，也是北川首所大学。据悉，绵

阳飞行职业学院将以飞行和飞机维修为核

心，开设固定翼飞机驾驶技术、直升机驾驶

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

术、空中乘务等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计划

今年9月正式开学。

揭牌仪式上，四川省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四川省教育厅总督学傅

明宣读了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设立绵阳飞

行职业学院的通知》。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院长吴土星携手与会嘉宾代表一起触动揭

牌仪式大屏，绵阳飞行职业学院门口红绸

同步掀起。

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

府县长瞿永安在讲话中表示，在揭牌仪式

前，泛美集团和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了40多亿元的项目

投资，包括朗巴瓦通航小镇、通航营运中

心、飞机制造中心、飞行员康养小镇等八个

项目，加快北川通航产业全链条发展。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杜蕾）6月 29日，成都职

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成立会议

并揭牌。据悉，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将创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方式和运行模式，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联）、成都市职业院校

思政课教学研究会、四川丝路职业教育研

究院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余治平介

绍，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是该院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举措，学

院将创新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方式建设具

有鲜明职教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力

实施“创优工程”，发挥思政课程铸魂育人

功能，创新示范特色马院管理运营模式，推

进数字马院、红色马院建设计划，把马克思

主义学院打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

究、宣传、培训“四位一体”的坚强阵地。

会上，成都市社科联、成都职业技术学

院、成都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会、四川

丝路职业研究院签订四方合作共建马克思

主义学院协议。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理事会也同时成立。其中，成都

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理事会会长，成都市社

会科学院（联）、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

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21 家作为

副理事长，其余9家单位作为理事单位。

“这种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合作共赢

的马院建设方式和运行模式，在全省尚属

首次。”余治平表示，采取这样的方式，旨在

集众家之长，共同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言

献策、把关定向，共同打造政行企校协同育

人、具有鲜明职教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把毕业典礼
搬到凉山扶贫一线

本报讯（陈强）日前，凉山州昭觉县民

族重点寄宿制小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

毕业典礼和授位仪式。成都师范学院 82
名在昭觉县扶贫顶岗的大学生，在当地学

生和教育部门的见证下，穿上学士服，隆重

毕业。

为助力脱贫攻坚，近三年来，成都师范

学院除了向贫困地区派出扶贫干部助力脱

贫外，还结合师范院校特点，先后派出近

400名优秀学生到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

贫困地区扶贫顶岗。今年，学院单是派到

凉山州就有149名学生。为了让其中82名

毕业学生既安心支教，又不错过人生重要

的大学毕业典礼和授位仪式，学校党委决

定将毕业典礼和授位仪式现场搬到脱贫攻

坚战前线。

毕业典礼上，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学校学

术委员会代表化生学院副院长刘松青赞扬同

学们投身扶贫事业，是学校校训“爱真笃为”

精神内涵的践行者和表率，充分表现了青年

一代勇于担当，敢于超越的可贵品质。

扶贫顶岗带队领导杨其勇博士发言

说，在带队管理过程中，通过成立临时党支

部、临时班委和“心火支教”品牌建设，顺利

推动了扶贫顶岗工作，使每一位同学得到了

充分的锻炼，得到了民族学生、家长、学校和

社会的高度认同，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

展，为脱贫攻坚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昂扬向上的成都师范学院校歌声

中，毕业生们走上台来，学校领导、当地教

育局领导和支教学校领导为学生一一授

位、拨穗，将满满的祝福送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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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试种成功冬虫夏草试种成功
成都中医药大学助力藏区脱贫致富成都中医药大学助力藏区脱贫致富

■ 魏兴格 余井权

村民手捧种植成功的冬虫夏草，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社会实践教育给乡村学校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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