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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激发学生
参加劳动实践的活力与创造力参加劳动实践的活力与创造力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连日来，党的二

十大报告对教育工作的重要部署，在玉树藏族自

治州囊谦县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光

荣使命，恪守教育初心，扎根教育沃土，以实际行

动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这为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设指明了方向。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将继
续高度关注学校师德师风建设,致力于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继续强化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抓好
教学环节，实施教学精细化管理相关措施，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继续发展劳动教育，深挖
当地文化，传承非遗，打造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多
样化发展。同时，作为三年援玉支教老师，我将
继续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以更高的责任感和更强
的使命感，为奋力推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在新时
代实现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好澜沧江畔爱
的守望者。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玉树实验学校支教
老师、副校长彭海涛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
新要求，同时也擘画了教育事业发展新的蓝图。
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就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将发挥囊谦县黑陶制作等非遗文化
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教学活动形式，实现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普及。以独特的课程价值让学校实
现劳育与美育的结合，让学生在劳动中认识美、
创造美，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教育理念得到落
实，不断增强我们在新征程上把基础教育越办越
好的信心。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玉树实验学校党支
部书记仁青旺加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系
列要求，尤其是更加突出了教育在科教兴国中的
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作为学校党建工作者，我
们要充分认清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
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积极探索富有学
校特色、体现价值引领、贴近学生实际的党建工
作管理模式。狠抓工作创新，共享党建和教学优
质资源，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充分发挥教育

“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玉树实验学校党建
工作者都秀春

“立德树人”不是一句口号，作为一名党员思
政教师，应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体现在我们的每一
天每一课当中。我将继续怀着对教师这份职业的
热忱，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用
心呈现每一节课，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不
断提升教学质量，并在教学中渗透德育，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传播进步与美的思想和文化。同时
好的教学也一定是“育己”的，我们自己要先做一
个在认识上、能力上、方法上和人格层面都不断提
升的人，才能扛起为国育才的大任。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玉树实验学校优秀
教师桑丁卓玛

坚守初心勇做新时代教育先锋

本报记者 张子涵

有趣的“农耕式”课堂体验，贴近生活的“虫草

课堂”，搭放鸟窝，修复草皮……一项又一项新奇的

劳动实践，让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五民族高级中学的

劳动课程火爆“出圈”，而在备受欢迎背后，则是学

校校长樊成岩对劳动教育模式的不断思考与实践

探索。

樊成岩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今，随着新时代教育理念的不断创新，劳动教育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

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育积极的劳

动精神，让学生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和品质。”

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从学生成长

成才角度看，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学生

们能亲眼看到自己播撒的黑青稞种子长成结穗，心

中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劳动的艰辛会

与收获的喜悦共存与收获的喜悦共存，，在锻炼了劳动能力的同时在锻炼了劳动能力的同时，，也也

能让学生们更加懂得珍惜粮食能让学生们更加懂得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珍惜劳动成果。。

玉树州第五民族高级中学把理解劳动教育的

内涵作为开展劳动教育的前提。让在当地随处可

见的黑青稞成为劳动课程的首选“教材”，既贴近生

活实际，又符合教学要求，在课程中有目的、有计划

地组织学生参加劳动，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劳动创造

幸福生活的基本道理，做到知行合一。

除此之外，该中学还在劳动教育课程中体现时

代特征，创新内容形式。当前，人们所熟知的传统

劳动模式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在自动化、

信息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加持下，传统劳动变得

“科技感”十足，这也给新时代的劳动课程提出了新

的要求。

比如学校在《黑青稞种植》课程施教中，依托青

海省信息技术专项课题《基于网络信息技术下的高

原农牧区学校种植课程》开展了网络信息技术融入

黑青稞种植的劳动课题研究，学生通过光照、水文

的记录统计分析农田的保水效果，通过对农作物精

度与密度的对比计算产量的差异。这样的课程设

计让学生体验了现代化劳动技术与形态的发展，激

发了学生参加劳动实践的活力与创造力。

同时，玉树州第五民族高级中学还投入资金建

设了创客活动中心，使之成为劳动教育新的出发

点，让人工智能设备成为劳动教育的新工具，劳动

技能培养有了现代技术的助力。以项目学习为驱

动引导学生使用 3D 打印机等数字化工具，在充满

现代劳动教育浓厚气息的课程中促进学生创新能现代劳动教育浓厚气息的课程中促进学生创新能

力的提升力的提升。。

一堂生动的劳动教育课

本报记者 张子涵

“终于能回学校上课了！我想念同学

们，想念老师，想念校园生活。”昂旺才丁

说。

昂旺才丁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五民族

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12 月 8 日学校

全面复课，重返校园后激动的心情让他久

久不能平复。问起他为何如此期待复课的

原因，昂旺才丁的回答也很简单，“学校就

像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很喜欢这里。”

玉树第五民族高级中学坐落在澜沧江

畔，潺潺江水、润物无言。而这所学校也像

一位慈祥的母亲，给学生以前进的力量，用

爱与包容承载着每一名学生的梦想，温暖

地照亮前方的道路。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我们马上就

动员全校教职工开展学习，尤其是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事业的论述，大家对

此进行深入讨论，交流心得，都希望能在

面对新时代下的教育中，对学生、家长、

社会作出更好的回应，不辜负时代的期

待。”玉树第五民族高级中学校长樊成岩

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时代教育

思想赋予了劳动教育新内涵，丰富了当下

劳动教育体系。”樊成岩介绍说，学校把“地

方特色”作为驱动学生深度参与、探索学校

劳动课程的关键点。根据所在区域的具体

情况进行认真论证和积极探索，制定出适

宜本校情况、体现地方特质的劳动教育课

程。充分利用高原农区高品质黑青稞种植

的地域优势和技术优势，与当地农业合作

社携手，在高一和高二年级开设了《黑青稞

种植》课程。

戴好手套、挽起衣袖、拿起铁锹，再拿

上一些其它的劳动工具，这便是一节《黑青

稞种植》课程的课前准备。先翻土耕地，同

学们拿起铁锹一下下地向地里铲去，该铲

多深、多宽，指导老师就在学生旁边手把手

指导教学，等耕好了地就该负责播撒种子

的同学登场了，他们一只手抓着袋子，另一

只手从袋子里捏出一把黑青稞种子，高高

往半空中一扬，只见细小的种子便精准地

散落到了土壤之中。

“因为参与感十足，同学们都喜欢这样

的劳动课，而且课程的内容也都很贴合他

们的实际生活，在劳动中收获知识，在学习

中参与劳动，学习的效率也在不知不觉中

得到了提高，真是劳动与学习的‘双向奔

赴’。”教师曲久成林说。

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资源优势，成为这

门劳动课程“出圈”的先决条件，再加上每

个班一亩地的课程空间创设、贯穿四季的

课程实践内容、专业的课程技术指导让这

门高中劳动课程科学规范，如此一来该课

程便成为了深受师生欢迎的必修课。

其实，除了《黑青稞种植》这一门课程，

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形式多样的特色劳动课

程，比如，与农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冬虫夏草采挖》，课程通过学习如何挖虫

草、如何卖虫草、如何研虫草，促进学生劳

动能力和劳动素养的全面提升。

主题活动和研学实践也是劳动教育的

“第二课堂”，去盐场实地观察井盐的开采

与制作、在野外放置生态鸟巢、在虫草采挖

结束后还原土层和修复草皮等等，让同学

们在丰富多样的教学场景下，感受劳动的

乐趣，体会不一样的劳动教育。

不仅如此，学校的教师队伍也是“战斗

力”满满。玉树第五民族高级中学的教师

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26 岁，年轻的团队则拥

有更大更强的活力，他们把教学质量和学

生生活同时放在心上，既是教师又是“家

长”，让同学们在学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

彭毛东智是一名历史老师，同时也是

高三年级七班的班主任。除了课本之外他

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他的小药箱，别看

药箱虽小，但“装备齐全”，常用的感冒药、

胃痛药、跌打损伤药等应有尽有，他还会随

时更新药品防止过期。

左手拿着药箱，右手拎着暖瓶，是他每

晚查寝时的“标准造型”，查寝时如果碰到

有哪个同学身体不舒服，他就会根据症状

给学生准备一些常用药，再倒上一杯开水，

如果遇到情况严重的问题，他就第一时间

联系医院和 120，所以同学们更喜欢叫他的

另一个绰号“赤脚医生”。

就像这样查寝从彭毛东智参加工作以

来就一直在坚持，两年多的时间，换来的是

学生的身体健康，家长的安心放心。他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

会风尚’，作为一名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就

得从这些小事做起。在我看来‘赤脚医生’

不 像 是 绰 号 ，更 像 是 同 学 们 对 我 的‘ 爱

称’。”

“班主任老师不仅对学习认真负责，而

且还很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就像我们的

亲哥哥一样，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会

找彭毛老师，他也会帮我们尽心解决。”学

生卓尕才宗说到。谈起自己的小药箱，彭

毛东智腼腆地笑了，他说他要把药箱变得

再大一点，再专业一点，这样就可以应对更

多突发情况，也能让学生们在学校住得更

加安心。

“全校教师在复课前提前一个月就已

经全部到校封闭管理，学校整个团队的凝

聚力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更像是一个大

家庭。”樊成岩说。

据高三一班的班主任卓玛措毛介绍，

从复课到现在班里的学习氛围越来越好，

每天都会有学生在上早自习之前提前来到

班级自觉背书，而且大家对学习也是更加

积极主动，有什么不懂都会第一时间请教

老师。

在没有复课之前学校一直采取网上授

课的方式来保证教学进度，但在上课时总

会有些重难点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所以学

生的学习水平也就会出现一些差距，为了

在复课后让所有学生都能最快跟上教学进

度，原本是物理老师的卓玛措毛则当起了

同学们的“全科老师”。

无论是化学、生物还是数学，只要是有

学生来找她，她都会“来者不拒”一一帮同

学们耐心解答，要是碰到基础比较薄弱的

学生，卓玛措毛还会主动给他们耐心地讲

解相关知识点，再去结合知识点讲解题

目。

在卓玛措毛悉心地辅导下她们班的学

生也都能跟上教学进度了，“卓玛老师在讲

题的时候很耐心也很仔细，我在上网课的

时候遇到不懂的地方都会标注下来，现在

一复课我就把不明白的地方全都找老师问

了一遍，感觉知识又巩固了一遍，记忆更加

深刻了。”学生青梅才丁说。

高原的江畔校园帮助一批又一批学子

在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四季的风在山山

谷往复谷往复，，吹动着待放的花和一个个少年的吹动着待放的花和一个个少年的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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