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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师生互访代表团

慕洛初级中学简介
韩国义王市慕洛初级中学是

2008年创办的一所公立学校，因材施
教，鼓励创意，开发思维，引领教学课
程，实行精品课程，开展精英教育，高
效教育富有成效。汉语作为第二外
语。是教学课程 100 佳学校之一，
2010年被教育部评为英语课程教学
模范学校。

慕洛初级中学错落有致、布局科
学，设备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目前共
有教职工62人，其中教师45人，一般
职工17人，分管行政、教务、后勤等；
共开设三个年级，每个年级8个班，学
生890人。学校设有行政室、教室、特
别室以及福利设施室。

○校训：实现自我，照亮世界！
发掘自己巨大的潜力；关怀他人，

实践分享；要成为光一样温暖而光明
正大的人。

○教育目标
道德人：重视和实践孝敬和礼仪

的人；创造人：选择学习、敢于挑战，做
引领变化的人；服务人：关怀街坊邻
里，做实践分享的人；健康人：锻炼基
础体力，做身心健康的人。

○追求形象
学校形象：充满爱和感动，宾至如

归的幸福学校；学生形象：有礼貌、富
有创意而健康的学生；教师形象：给学
生树立理想、经常研究、善于教学的教
师；家长形象：参与教育、信任学校，关
怀街坊邻里的家长。

○ 教育愿景：培养理想和实力的
幸福学校；学生愿景：实现理想、开创
未来的学生；教室愿景：对学生满腔热
情的教师；学校愿景：让学校共同体成
员满意的学校；家长愿景：以信任的态
度团结和谐的家长。

去年9月7日，我随咸宁市教育代表
团参访慕洛初级中学，根据两市青少年
交换活动协议，我与成大相校长签署了
两校开展友好交流和教育合作备忘录。
成校长及慕洛初级中学师生对我们的到
访予以了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贵校作
为“梦想与培养实力的学校”，你们的教
训“自我实现照亮这个世界”和“培养学
生梦想的幸福教育”等学校特色项目及
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给我及我市教育代
表团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贵校赠
送给我校的“龟船”模型礼品被收藏在我

校校史馆，在1597年鸣梁海战中以少胜
多、为击败倭寇立下功劳的“龟船”和李
舜臣将军“向死而生”的伟大精神都激励
着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坚定信心、克服
困难、迎接胜利！去年9月26日义王市
副市长金基凤率团来我校参访，与我校
师生进行了友好深入交流。在去年我校
举办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成校长
专门发来贺信，表示了两校“进一步加强
沟通、增进友谊、密切交流、深化合作、相
互支持、携手共进，开辟两校教育事业新
天地”的美好祝愿。对此，我们对义王市

及慕洛初级中学对我校的友好表示深深
的谢意！

近年来我校确立了“现代化取向，国
际化视野，特色化立足，差异化发展”的
办学定位，“把每个孩子当宝贝，让每个
学生得成长”的办学使命，注重学生的主
动发展、生动活泼发展、全面发展和个性
发展，着重培养广大学生“身心健康、习
惯良好、好学向上、关心他人”等素养。
通过与慕洛初级中学师生开展互访交流
是我校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理
解能力的具体举措。

对于这次师生互访交流活动，我校
非常重视，在与贵校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我们组织了严格公平的师生选拔，确保
互访师生活动期间的安全及成效，并
就互访期间的活动作了认真准备，我
相信两校师生互访活动一定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我期待两校以本次师生互
访交流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和拓宽
合作交流领域，让双方师生开拓视野、
提升能力，增进两校两市两国的感情与
友谊！

（2016年5月10日）

在慕洛初级中学师生来访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摘要）

袁慎彬

咸宁市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
富，以打造香城泉都和“中三角”重要枢
纽城市为目标，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核心
城市，是一座宜业、宜居、宜赏的实力之
城、活力之城、魅力之城。义王市自然风
光秀丽，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交相辉
映，是韩国的物流门户和首都圈最大的
交通枢纽，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先进自足
型城市和培育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的
经济城市。

两市互访频繁，合作基础坚实、前景
广阔，在经贸、教育、艺术、体育、行政管

理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全国友协已批复同意两市正式建
立友好城市关系。

2012年9月，韩国前总理李寿成在
第四届咸宁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期间率
团来访咸宁。

2013年4月，市长丁小强和来访的
义王市市长金成济签署了《经济、文化友
好交流备忘录》。10月，副市长周勇率
代表团应邀赴韩访问，期间签署了《友好
合作协议书》。

2014年1月-3月，两市一致同意两

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4月，市长丁小
强会见了义王市副市长李启森、市议会副
议长赵升在一行，并签署了《青少年交换
活动协议》《文化艺术交流协议》《经济合
作协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方全，
副市长镇方松、周勇等参加会见。

2015年9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陈树林率领市政府及教育代表团赴
韩国义王市访问。期间，我校与义王市
慕洛初级中学签署了《开展友好交流和
教育合作备忘录》。

2015年9月，市委书记李建明、市长

丁小强会见义王市代表团一行,双方在经
济、文化艺术、青少年教育等领域交换了
意见，并签署了《公务员派遣工作（进修）
相关业务协定》。市委副书记陈树林，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王济民，副市长镇方松等参加会
见。同月，义王市副市长金基凤、政府议
员金相浩率政府代表团及义王市艺术团
来我市交流访问，并参观了我校。

2016年3月，市长丁小强、市人大
副主任程学娟会见义王市副议长全瑛南
一行。

根据我校与慕洛初级中学签署的备
忘录，韩方师生代表团于2016年5月10
日至13日来我校访问，我校师生代表团
于7月12日至15日赴韩访问。

咸宁•义王：携手并进，共创发展

中韩学生互访期间一对一结伴学
习、生活、交流。时间虽然短暂，但内容
及形式丰富、意蕴深远，不但书写了两
国、两校交流史上的开篇之举，为两校后
期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
培养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理解
能力。

一、访问感受
1.学生的优良表现。（1）文明礼仪：

学生特别尊重老师，见到老师会鞠躬问
好、主动让路或让老师先行等。（2）学习
态度：上课时全神贯注、认真聆听，外教
课上气氛活跃，发言大胆。（3）责任担当：
学生对老师的依赖程度较低。也实行班
主任管班制度，若班主任不在时，学生也
能照常上课、开展活动，或自发准备节目
和庆典活动。（4）课余活动：学生有很丰
富的娱乐、体育等课余活动，有助于提高
学生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能力，增强克
服困难的勇气，提高积极进取的信心。

2.国民的素质教育。韩国国民素质
比较高，街道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社会
治安好。韩国的初中生文明懂礼，尊敬
老师，学习努力，活动积极。学生生独立
性和自主性都很高，学生在学校的一切

学习和生活都依靠自己。家庭教育中，
父母给予孩子很多的关注，尤其是学习
方面如同中国，舍得教育投资，并且牺牲
自己的业余时间配合学校教育。

3.教师的奉献精神。韩国初中在校
教师工作压力也较大。学校早上9点上
课，中午连同就餐仅休息1小时，下午4
点放学，平均每位老师每周需承担15小
时左右的教学任务，有的还有特殊职业
教育，心理辅导，校外培训等任务。教师
非常敬重职业，关注每个学生，严格管理
学生的出勤，严格管控学生的学习过程，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良好习惯培养非常
重视。对于“屡教不改型”或“不适合学
习”的学生，学校聘请有校外心理专业人
员或职业培训师来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

4.学校的办学理念。慕洛中学的教
育目标定位为培养四种人（道德人，创造
人，服务人，健康人），将学习与实践紧密
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独立自主
能力。学校或安排学生走进国内知名大
学参观学习，或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到校
开展系列讲座，学校每两周不定期安排
一次校外实践活动。

5.学生的文明素养。学生个个彬彬

有礼、笑容可掬、落落大方、主动问好；实
践（验）课时主动帮老师清理、收拾器材
设备；校园内无一个垃圾桶和扫把，地面
见不到一片纸张；洗手间干净整洁，设备
无损坏，墙面无涂鸦；学生在校时都穿统
一的软底鞋，人人都带有一双鞋子，上
学、放学时在校门口自觉地更换，保持校
园清洁。其文明礼仪和校园洁净程度足
见一斑，亦引人深思。

二、出访建议
1.选派更多的教师到外出考察、访

学，尤其是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这有
助于开阔视野、转变教育观念、积极主动
参与教育改革创新。韩国初中学校采取
的是启发式和师生互动式的教学，学生
为了完成小组讨论和在讲台上表达自己
的观点，需要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积极动
手，查阅资料，进行讨论。他们的课时比
我们目前少，但学生学习不比我们轻松，
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高。

2.学校应注重人文关怀和实践。韩
国的学校校园，处处展现着韩国的特色
文化、学生的人文思考。学校通道和大
厅里张贴满了的书法、绘画等全是学生
自己的作品，展现了个人风采。美国著

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做中学”的教育观
念，认为学生在实践中摸索出的道理远
比课堂聆听来得直接。当今国内教育
普遍注重理论，缺乏实际，以至于我们
培养了大批的“高分低能人”。实践证
明，注重实践和人文情怀的教育更受学
生青睐。

3.合理布局规划，利用好每一块有
限空间。韩国学校的校园布局非常的合
理，能充分利用每一片空间，挖掘潜力，
将有限资源用到极致。走廊的过道，电
梯口、楼梯的转弯平台等地方只要有一
点“多余”空间，他们都安放了桌椅、报纸
阅读栏、宣传栏等，以便学生和老师随时
可以使用。

4.以人为本，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韩国学校的教学楼、行政室、图书馆，都
有供人休息的长椅或是休闲桌等，那里
的人气很足，学生交流、师生沟通，其乐
融融，效果良好，在轻松的氛围中有一种

“家”的感觉。校内的图书馆实行一卡
“通”，进入图书馆后无论图书借阅室、电
子阅览室、学习小组讨论室等不需再使
用卡了，图书馆的布局很人性化，让阅读
者很享受阅读的舒适和安静。

这座城市叫幸福
2015级（3）班 阮润景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
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选择出发，便只顾风雨兼程，有多远，走多
远，把足迹连成生命线。 ——题记

在阳光和雨水的交织里，
结束了这次短暂的旅行。用不
成文的文字，编写旅程中经历
过的片段，在文字里述说城市
的味道，为我这位很少出门的
人，遗存些许日后的回味。

有人说，人生最好的旅行，
就是在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
久违的感动。有人说，旅行是
一场艳遇。这里的艳，是指迷
幻离奇。遇见不同的风景，不
同的人不同的事，发现不同的
自己。在我看来，没有亲人的
旅行，很孤单。周围都是陌生
人，一起经历日出日落，但终
究是陌生人。可是，没有了亲
人的约束，旅行让人感到轻
松。和同学出游最让人轻松，
因为有着相同的年纪和看待
世界的目光，在漫长的旅途中，
交流更加轻松，话题也更加的
天马行空。

第一次来到韩国，没想到
印象最深的却是夜景。街道并
非因为夜幕的拉下而沉淀出安
静。夜间的霓虹灯不可预测的
绽放，看着穿梭在喧哗的城市
夜里的车流如水。城市繁华，
理想在世人仰望的舞台上行
走，在繁华城市的空气中穿
梭。回国后，大家肯定会问，你
这次来韩国最大的收获是什
么？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思考这
个问题，一直在问自己，试图寻

求这个答案。首先我想说，我
感到很幸运这走一趟，谢谢学
校给我这样一个体验不同生活
的机会。

第一，对于韩国人极其重
视礼仪这一点是大家总所周知
的。这次交流活动了解了很多
以前不知道的韩国人的生活细
节，以及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道谢、致歉和迎送客人的
时候都要鞠躬；到别人家里做
客时必须要脱鞋，不脱鞋是一
种非常无礼的表现；去快餐店
吃饭永远都是要自己倒盘子
的等。

第二，结识了一些韩国朋
友。来到韩国的第一天，我的
搭档为了让我更好的适应来韩
国的这段时间，邀请了几位他
的朋友来到家里做客，相处得
很开心

第三，尝试了很多以前没
有做过的事。在首尔，看了一
场K-live全息演唱会，尝到了
火热的韩国烤肉，非常好吃等。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坐
在一列航班上，沿途跟着一条
河，你看着它在晨光暮霭中变
换着色彩，看着它洗涤一缕缕
阳光，看着它映衬一片片星辉，
看着它或是汹涌或是平静，然
而一直相随，不离不弃。我喜
欢这样的旅行，喜欢在旅行的
路上认识更好的自己。

四天韩国之行，虽然短暂，
但那里的人文和风景给我留下
许多难忘的记忆，增长了见识，
开拓了视野。其中，韩国两大
著名景点景福宫、南山于我印
象尤为深刻。

古老的景福宫
我曾经看过许多古装片，

像《甄嬛传》，《还珠格格》，里
边有许多中国古代建筑物。今
天我有幸参观了韩国的古代建
筑——景福宫，领略到异国风
情情。

因韩国以前是中国的附属
国，叫高丽国，所以它的建筑特
点与故宫非常相似，被世人称
为“首尔的故宫”。它是韩国著
名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首
尔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王宫之
一。相对于北京故宫的庄重威
严，景福宫显得相对平和一
些。进入景福宫，勤政殿映入
眼帘，这是古代王办公的地方，
以红色为主，勤政殿内正中的
帝王宝座后树有五峰屏，是朝
鲜王室特有的屏风，在其他国
家很难见到，勤政殿的内顶飞
有七爪金龙，威武至极。其中，

“庆会楼”令我印象深刻，它建
在一个人工小岛上，是国家举
行宴会或接待外国使臣的地
方。有小岛，必有湖，它的周围

是一个四方形的湖，湖水清澈，
其中还有鱼儿嬉戏。因良好的
建筑水平，景福宫中四十八根
石柱没有下陷一厘米。

美丽的南山
参观完了景福宫，我们到

了南山。南山上有韩国著名的
南山塔，也叫首尔塔。位于首
尔市中心，可以俯瞰城市周围
的美丽景致，早在六百多年前
就深受人们喜爱。南山顶上有
八角亭，泰迪熊博物馆，南山韩
屋村等许多值得去的地方。可
惜的是要到达那里，必须经过
蜿蜒的道路，山虽不高，但车
多并且人山人海，我们也只
是在山脚下停留了一会儿。
南山塔是韩综基地，许多韩
剧与韩国综艺都是在这里拍
摄完成的，像众所周知的“来自
星星的你”，山上的“爱情锁”也
尤为著名。

我眼中的景福宫和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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