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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炫美“六一”

—— 崇阳县大集中学附小第二届“善美童心”艺术节活动侧记
全媒体特约记者

饶德斌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
走向繁荣富强”嘹亮的歌声激越昂
扬，响彻校园上空。这是崇阳县大
集中学附属小学第二届“善美童心”
艺术节之红歌会活动的一个场景。
六一前夕，为庆祝孩子们的节日和
喜迎建国七十周年，该校隆重举行
了第二届
“善美童心”
艺术节。
5 月 29 日上午 8 时，该校全体
师生和部分学生家长代表 2000 余
人齐聚学校足球场，隆重举行本届
艺术节开幕式。大集中学附小校长
龚玄甫致开幕词，大集中学校长王
习标宣布开幕后，全校学生唱起《歌
唱祖国》、
《七色光》后正式拉开帷
幕，整个校园花团锦簇、彩旗飘飘，
童心绽放、红歌如潮。
据悉，本届艺术节共分五大环
节 ，即“ 红 歌 献 祖 国 ”、
“美术作品
展”、
“ 新队员入队仪式”、
“ 体操比
赛”和“跳蚤市场”。29 日上午，全
校拉歌后，小朋友们表演了精彩的
舞蹈和葫芦丝开场节目，紧接着开
始红歌比赛，全体学生人人参与，
28 个班按班级顺序逐一登台展示
本班风采。孩子们甜美的歌声唱
出了心中的激情和梦想，唱出了对
祖国的祝福与热爱，唱出了对未来
的憧憬与希望。下午 2 时，举行了
入队仪式。全校 466 名阳光少年

廖金义

举起右手，在队旗下庄严宣誓“我
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充满仪式感的孩子们激动盈满心
间，笑容挂在脸上。随后举行体操
比赛。每次同年级两个班上场，评
委当场亮分。孩子们一个个精神
饱满、斗志昂扬，合着《七彩阳光》
的口令律动起来，学生队列整齐、
着装统一、动作划一，宏大壮观的
场面构成了一种别样的校园风
景。而与此同时，教学楼大厅“我
的世界环球之旅（下）”美术作品展
也正式开展，共展出学生优秀作品
300 余件，孩子们用灵巧的小手创
作出了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作品，从
一个侧面展示出了该校艺术教育
的新成果。
预定 30 日上午举行的“跳蚤市
场”活动因雨顺延至下午举行。下
午 2 时许，虽下着蒙蒙细雨，但丝毫
也浇灭不了孩子们如火的热情。各
班在政教处统一组织安排下，布置
摊位、张贴自制的小广告，孩子们俨
然一位位小老板进行物品交换、商
品买卖，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
伏，有的卖玩具、有的卖零食、有的
抽奖……，孩子们创意无限，让你始
料不及。在无限的兴奋与快乐中，
孩子们提前过了一个快乐而幸福的
节日。

208 封穿越时空的来信

一些反映出家庭教育中缺乏和谐民主
的亲子关系，以及存在高控制欲的家
庭沟通等现象。

—— 崇阳县大市小学开展“3X 时光寄语计划”活动掠影

大市小学校长金胡望：
“让孩子写信的初衷原本是希望
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观察能力等，但
却从中窥见到当下家庭教育的现状，
一些孩子得到了足够的爱和包容就愿
意将这种爱传递给子女，而另一些家
庭却是将自己的焦虑和未完成的梦想
强加给子女。”金校长表示，接下来学
校将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从学生和家
长两方面入手，一是让孩子明白与其
要求 20 年后的孩子，不如做好现在的
自己，二是让家长反思如何给予孩子
真正需要的爱

全媒体特约记者
崇阳县白霓镇大市小学共有小学
校长金胡望被省教育厅点名，作为特
生 208 人、幼儿 120 人，除校本部外，
邀专家向全省各市州 283 名体卫艺工
下设有后溪、杨洪、回头岭 3 个教学
作者作题为《学校就是最温暖的家》作
点。该校一直以来依托本土资源践行
微报告。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开发搬柴火、
5 月 28 日，崇阳县校政管理现场
摘茶校本课程，主张人人是自己的主
会在该校召开。这次活动以家长会为
角，
打造属于人人的教育，
“写给未来儿
平台、以穿越时空的信件为载体，开展
女的一封信”
就是学生自主学习、自主 “3X 时光寄语计划——写给 20 年后
生活、自主管理、自主成长教育实践活
自己孩子的一封信”
活动，让孩子们在
动的一个缩影。学校先后被评为市
“文
写信中体会父母的心情，寄托对未来
明宿舍”、市“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县
孩子的希望，让父母和老师在阅读中
“绿色生态校园”、
“ 常规教学优秀单
感受孩子们的心境，零距离促进了孩
位”
“
、学校管理优秀单位”
等荣誉称号。
子与家长的心灵沟通，转变了家长的
3 月 11 日，在襄阳举办的湖北省
家教观念，实现了家校合作共赢，让学
卫生管理暨健康教育培训班上，该校
生提前过上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我与青山水库”
征文
我叫吴享权，今年 80 岁，曾是崇
阳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1969 年，
选派到青山水库建设指挥部工地医院
工作，一直到青山水库建成后，留在崇
阳县青山水库管理局职工医院工作，
1995 年退休，现在居住在崇阳县青山
镇石垅村一组。
我的娘家在崇阳县青山镇青山村
吴家门，上有两个哥哥，自己是老幺，
一家人都拼命地从事农活，供给我上
学。在那物资紧缺、劳力紧张，社会重
男轻女的年代，能背起书包读书，是很
多同龄人做梦都不可想像的事情。我
深得家人的宠爱，能高兴地坐在教室，
暗自庆幸自己的命运好，读书习字更
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1958 年，我当时 18 岁，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湖北医学院医院护士学校。
当时的政策是凡是考起大中专学生，
国家负担学费，
学生只要生活费。
我家在农村，家庭条件艰苦，什么
都不能与城里的学生相比。想起父
母、哥哥为了供我上学，勤扒苦做，养
猪养鸡，我一门心思读书。整天几乎
是三点一线，教室到操场到宿舍，宿舍
到教室到操场。在生活上，我很节俭，
记得半年仅花 30 元钱的伙食费用。
虽说是考上学校，也不是进了保

通讯员

险箱，能转非农户口，吃商品粮，分配
工作。
学校管理非常严格，不补考、不留
级。半年考试一次，一门不及格，升不
了学。那怕读了三年，到三年级有一
门不及格，也不发毕业证，不分配工
作。我和同学一样，真是压力山大。
记得当年有两个同学考试不及格，没
有拿到毕业证，更没有分配到工作，她
们当时哭起鼻子。
努力终有回报。1961，我各项成
绩优秀，顺利地拿到了大红的毕业证
书，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工作，在崇阳
县人民医院，当一名护士。
在当时，一个没有半点社会背景的农
村家庭，全靠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安
排了让人羡慕、尊重的工作，我的一大
家都喜出望外，我当上一名光荣的人
民卫士，
实现了我人生的梦想。
1969 年，崇阳青山水库建设指挥
部组建工地医院，要从县人民医院抽
调人员参加援建，人事、工资、业务由
人民医院管理。
当时我主动报名，积极报名。原
因有三。首先，青山一带灌溉难，我深
有体会；其次支援水利建设正是我发
挥专业的时候；三是我的家在工地附
近石垅，
离家近，可照顾孩子和家庭。

饶德斌

献礼建队 70 周年。
“我希望宝宝可以健康成
长，……也会变成学霸，一定是第一
名。”二年级小雷同学对未来女孩说。
昨日，大市小学在家长会上展示了该
校学生写给 20 年后自己孩子的信件，
这些童言稚语写满了同学们对未来自
己孩子的期待，
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
也引人深思。
208 封信件——
吐露孩子们的心声
“六一儿童节”前夕，崇阳县白霓
镇大市小学向全校学生发起“3X 时光
寄语计划——写给 20 年后自己孩子
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没有任何要求，
老师也不作任何指导，最后，共收到
208 封信件，每一封信都跨越时空传
递出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有些学生表达了职业无贵贱之分
的看法。六年级小肖同学在信中最后
写道：
“天生我才必有用。因为你也是
祖国的花朵，就算是做一位清洁工，那
也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
因为，
你把地
球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环境中没有了
臭味……”
有些学生表达了家庭教育的看
法：
“ 不能给孩子玩手机，告诉孩子怎
么读 12345，孩子小不懂事，不能总是
打牌了，
孩子想买什么？可以买，不要

买多了就行。
”
三年级一位女生小佳在
信中对未来孩子的肺腑之言。
有些学生的信暴露了现代学校教
育中的问题。该校教学点小曾同学在
信中说：
“ 妈妈小时候，就想把你送到
大学校去。因为妈妈小时候的学校只
有 6 个同学，一年级只有 4 个同学，语
文、数学两个老师，非常孤单。希望你
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学校去读书，有
各种各样的老师教你们画画、跳舞、唱
歌、上体育课，上课要好好听老师的
话，下课不要乱跑。”
有些学生表达对未来孩子的要
求。一年级小庞同学写道：
“可爱的女
儿，我想你的成绩很好很好，
你要敬爱
老人，痛爱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吃好、
喝好、睡好，身体好，还希望你长得漂
亮，能长有金色的头发，你要文明，同
时还要爱惜粮食，多吃新鲜水果。有
善良妈妈就足够了，还要爱护花草树
木，不浪费纸张，你知道吗？每张纸都
是树木的皮，你知道吗？”
208 个寄语——
引发与会家长深思
孩子们的信件朗读，引起了现场
不少家长的感慨与反思。
二年级的学生家长王先生说：
“听
了孩子的这些话感觉现在的孩子挺累
的，压力很大。我也在反思，
确实不能

给孩子太多压力，我希望让孩子健康
快乐地成长，以后在教育上会更注意
方式方法。”
“我们长年在外打拼，
缺少对孩子
近距离的亲情，而孩子能够换位思考，
理解父母，
我很惭愧。
”
五年级的学生家
长吴先生说，
这次活动加深了对孩子的
了解，更清楚他们真实的声音和需求，
自己也不断思考该如何去爱孩子。
“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孩子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作为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在言传身教方面确实值得反
思，平时对孩子过于苛刻，动不动就责
怪，让孩子失去了自信，而自己却随手
乱扔乱丢、打麻将、玩手机。
”
三年级雷
女士向记者反思道。
专家会诊把脉——
激励孩子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学校邀请了省教育厅
和家庭教育专家，与家长们一起走进
孩子的心灵世界，
共同研讨
“父母应该
怎么爱”。
省教育厅赵处长：
同学们写这些信件的背后，折射
出的是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从信件
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家庭教育，一些家
庭过度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缺失了
亲情，
忽视了孩子良好的人格特质，另

崇阳县妇联刘烊：
每一封信件都呈现出家庭的气
氛，反映出孩子在家庭中吸收到的一
种“气质”，最终这些“气质”又会形成
他们未来的人格。刘烊认为：
“在家庭
教育中要多鼓励孩子，肯定孩子
‘值得
肯定的部分’
，不仅是约束和要求孩子
的行为习惯，更重要的是重视孩子的
真实需求，给予孩子需要的零距离的
爱，传承给孩子一种人格魅力。
”
大市小学家委会倡议：
家长要努力做到“四不要”：不要
让亲情隔得太远；
不要给爱附加条件；
不要把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传递给自己
的孩子；不要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强
加给自己的孩子。同时，要努力做到
“六要”：要言传身教；要尊重孩子；要
对孩子有耐心；
要鼓励孩子；
要有效陪
伴孩子；要满足孩子合理的学习、娱
乐、休息、生活、玩耍的需要。

工地医院的白衣天使

对援建的报名的医务人员进行审
核时，当时的工地领导胡楚英、艾辉及
县医院的领导认为我政治合格，技术
过硬，一致通过。记得当时工地医院
共有 10 多人，当时说是医院，其实是
用油毡盖的临时工棚。我们女同志 3
个人一间房，男同志 5 个人一间房，睡
统铺。
我当时的工作岗位是在药房发
药。如果单纯的发药，工作也轻松。
虽说是各团部下面都设有医务室，重
病才转到工地医院，但当时真是
“人满

为患”。每天 100 多号病人，医院人手
少，都忙不过来。我也帮忙打吊针、肌
肉注射。
有时，
县人民医院送来一车药，
工地
医院要按计划分发到 7 个团部的卫生
室，
每月还要作好药品的盘存，
工作非常
繁琐，
有时，
还一个人看病、
发药、
打针。
那时安全事故频发，工伤事故不
断。记得有一个月不幸牺牲了 4 个民
工。一出现工伤事故，工地医院迅速
派人进行抢救。有一次，一个爆破工
帮别人代班，正在算雷管，谁知他们有

一位正抽烟，烟灰掉到雷管上，引起爆
炸，当时爆破工手炸掉了，脸部炸烂
了，进行抢救时，我们一边给他输液，
止血处理，伤员不停地喊：
“ 喝水，喝
水”
。当我们用担架把他抬上救护车，
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伤员因失血过
多，在离开工地医院约两里路的地方，
就停止了呼吸。
一天中午，大约是 11 点半钟，正
值工地放炮时间，一个石头从空中掉
下来，石头砸在船板上，又溅起来，打
在一个 30 多岁民工的头部上，造成他
胪内出血，伤势过重，无法抢救，当场
死亡。我们医务人员没有回天之术，
虽是尽了自己的本份，看到一条鲜活
的生命消失了，
心情异常沉重。
记得 1971 年春天的一天，我背着
保健箱下班，正走在路上，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快躲开，石头要打死人了，
是个女的哟！”
在山顶上的民工看到一
个大石头飞砸而来，扯起嗓门大喊。
呼呼的风声，一个约 4 斤重石块
重重砸在我面前，一时间尘雾迷漫，左
眼、左肩膀、左腿蒙上一层厚厚灰尘，
真是危险，事后，有人说我命大，有人
说医师不怕死。
说真的，我年轻时胆子大，工作从
不怕苦，不怕累。4 万多人的工地上，

加上青山本地的村民，生病的，工伤
的，本地村民还有一个习惯，一般是上
午把农活忙完，中午吃完饭到医院看
病，加班是常有的事情，以致我养成了
从来不睡午觉的习惯，一直到现在 80
岁了。
有 时 候 ，一 顿 饭 吃 吃 停 停 好 几
次。有一次，我吃中饭，先后停了四
次，一会是取药的，一会是打针的，再
过一会又是一个手指血淋淋的要上药
的，看到民工那痛苦的样子，哪个还有
心思吃饭。
既然选择了医师的职业，就时刻
把救死扶伤当成天职。医师医德好，
服务好，
病人对我们工作评价很高。
后来，青山水库建设基本建成，大
部分民工下马，我调入崇阳县青山水
库管理局职工医院工作。
50 年一弹指间，如今青山水库美
景如画。在工地医院的工作和生活场
景至今历历在目。为了党和人民的卫
生事业，我尽了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责
任，我的青春贡献在碧水青山，奉献给
建设者们。党和人民也给我荣誉，我
连续多次被青山水库建设指挥部评为
劳动模范。1984 年，还光荣当选一名
崇阳县人大代表。
吴享权 口述 徐功频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