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暑假的来临， 贵阳市不少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毕

业季，学生们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自己小学毕业。图为北师大贵阳附小师生

选择创意写真的方式来拍摄毕业照。 本报记者 郑雄增 摄

贵阳日报文化服务事业部 电话 :0851-85877558� � E-mail :wangyingfk@126.com

7

2019年 7 月 3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顾芷蘅 / 版式：陈猛

教 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贵州

蜡染” 项目学校在贵阳五中落成

“大手牵小手” 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讯 扎染、 刺绣……这些

中华传统手工艺, 孩子们在中学校

园就能够体验和学习。6 月 30 日，贵

阳市第五中学作为教育部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贵州蜡

染” 项目学校举行揭牌仪式。

据悉， 该项目学校由贵州师范

大学和贵阳市第五中学联手打造。

2018 年，贵州师范大学获批教育部

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 贵阳市第五中学则是省教育厅

授牌的省级艺术特色高中， 是贵阳

市唯一的高中美术学科基地。

活动现场， 来自高校和中学的

学生、家长、老师和艺术家，亲手体

验布匹的扎结和染色， 大手小手一

起将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玩

得不亦乐乎。

旨在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优势

和作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理念、形式与方法在新时代的不断创

新，在成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贵州蜡染” 项目学校后，

贵阳五中将在贵州师大的指导下，

向全体学生普及与推广贵州蜡染

传统手工艺文化，辐射带动所属社

区，预计每年带动和辐射学生人群

不少于 1000 人次。同时，学校每年

将开展蜡染制作体验、 比赛活动，

启动蜡染文化的课程建设、师资培

训、蜡染社团组建等工作。

据悉， 当天贵阳市第五中学还

举行了“艺术教育开放日” 活动，邀

请到清华美院专家举行讲座， 组织

了音乐体验、美术体验等子活动。

（本报记者 游红）

教育资讯

传统文化进校园 浸润少年成长路

———贵阳市各学校深入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 工作速写

省府路小学开展的“楚风余韵 艾蒲飘香” 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摄

孩子总撒谎，也许是大人堵住了诚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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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施雨岑）暑假

将至，教育部 2 日发布相关通知，要

求各方协同努力， 确保广大中小学

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

假，特别指出要合理布置暑假作业，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通知说， 要统筹调控不同年级、

不同学科作业数量和作业时间，鼓励

布置活动性、实践性、探究性作业，引

导家长不盲目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同时，各地要切

实做好安全教育， 通过主题班会、班

团队活动、 发放安全提醒等方式，聚

焦溺水、交通事故、食物中毒、自然灾

害等防范重点，将安全提示内容告知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

通知强调， 要加强校外培训监

管， 对校外培训机构假期开展的中

小学生学科类培训班严格进行审核

备案。 一经发现有超标超前培训内

容的，要求培训机构立即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直接取消培训班次， 拒不

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直至吊

销办学许可。

新华社电（记者 陈席元）6 月

26 日至 29 日，第二届“邂逅醉美运

河 踏浪最美青春” 两岸大学生运

河文化体验营在江苏淮安举行。

体验营由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

院承办， 今年共有来自台湾东吴大

学、玄奘大学、台中科技大学等高校

的 20 名大学生来淮参访。 3 天时间

里，围绕运河文化这一主题，两岸大

学生共同参观了河下古镇、 吴承恩

故居与中国漕运博物馆， 体验了传

统的扎染技艺和汉服礼仪。

“这次的汉服活动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台中科技大学学生吴芯

慧说，在台湾类似活动并不多见，大

陆同学介绍如何穿汉服、行汉礼，让

她零距离体验了汉服的魅力。

淮阴师范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主任王智告诉记者， 今年是学校

第二次主办两岸大学生运河文化体

验营， 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主题由

“最美运河” 改为 “醉美运河” ，

“一字之别， 希望两岸青年在淮安

收获的不是相互比较之‘最’ ，而是

亲身沉浸其中之‘醉’ ” 。

“在与台湾同学的交流中，我

感受更多的是， 两岸文化本自同根

生体现出的共通之处。 ” 已经第二

次参加体验营的淮阴师范学院传媒

学院学生颜嘉琪说， 自己将会珍惜

这段友谊，同台湾朋友保持联络，增

进交流。

教育部：

合理布置暑假作业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两岸大学生体验运河文化

人为什么要说谎呢？ 日本绘

本作家中川宏贵在《谎话》中总

结得很好： 想被夸奖的时候；想

不挨骂的时候；想不被嫌弃的时

候； 想不让一个人掉眼泪的时

候； 想让一个人相信的时候；想

守护什么的时候……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

儿童研究所曾进行一项研究，结

果发现：2 岁的孩子中，有 30% 会

撒谎；3 岁时，将近一半的孩子会

撒谎；而大于 4 岁的孩子，绝大多

数都会撒谎。撒谎，虽然在大多数

的父母眼中， 是一件很恶劣的事

情，但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各种各样幼稚的谎言背

后，常常藏着孩子内心的真实需

求，当你仔细回想，你会发现，孩

子很多谎言，都非本意，反而是

被父母逼出来的。

对孩子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

哲学家罗素说过，孩子不诚

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 比如，

有的父母面对孩子的错误，动不

动就劈头盖脸一通严厉的批评，

甚至体罚孩子，孩子因害怕而选

择说谎太正常了。

有个妈妈曾经跟我反映：

“儿子考试考差了， 费尽心思不

让我看试卷，一会儿骗我说老师

没发卷子， 一会儿说没带回家，

还有一次， 直接把 53 分改成 83

分，我气到不行，又打又骂。 我担

心他的学习成绩下降，更担心他

说谎变坏。 ”

我反问她：“孩子以前考得

不好时， 你也经常批评吗？ ” 她

说：“我们家对孩子成绩看得比

较重，所以一直比较严格，考得

不好会有惩罚。” 听完这些，我终

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孩子总爱在

成绩上对父母撒谎隐瞒。

在一个家庭里，做错事的代

价越大，孩子选择说谎的概率就

越大。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总是

对你撒谎，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不

能宽容他的错误。

不给孩子可以诚实的空间

我们经常告诉小孩不要撒

谎，要做个诚实的孩子，然而我

们一转头也会欺骗自己的孩子。

有个学生曾跟我吐槽父母。

小时候，他和同学打架，带了一

身伤回家，晚上洗澡，被爸爸看

到了，爸爸问：“你今天是不是在

外打架了？” 学生很害怕，低着头

不敢说话。

“没事，你跟爸爸说实话，我

跟你妈不会骂你的。 ” 他信了，

就跟爸爸说了实话，结果爸爸出

尔反尔，还是逃不过一顿胖揍。

学生开玩笑地说：“从那时

候开始，我对我爸爸说的谎越来

越多。 ”

一个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对

父母说实话，大多数是因为失去

了对父母的信任。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你是如

何学会撒谎的？ 其中一个回答

是：当你犯了错，父母希望你诚

实。 然而，在你诚实之后，换来的

不是对诚实的嘉奖，而依旧是责

备和打骂的时候。

与其说孩子爱撒谎，不如说

是大人堵住了孩子诚实的路。 因

为，诚实的结果那么糟糕，还不

如直接撒谎，说不定还有机会不

被戳穿。

经常问招致孩子撒谎的问题

有的父母很执着于“揪出谎

言” ，明明知道问题的答案，假装

不知道， 像侦探似的审问孩子，

一旦孩子撒了谎，就跟猫逮住老

鼠一样，揪住不放。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明知道孩子打碎了杯子，却

问“是不是你干的？ ”

目睹孩子在电脑前玩，却

问：“又玩电脑了是不是！ ”

看到孩子脸上有巧克力的痕

迹，却问：“你偷吃巧克力了吗？ ”

这样的问题，孩子很容易第

一反应就是：“我没有。 ” 于是父

母大发雷霆： 这孩子做错了事，

竟然还要说谎骗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大

人在有意提供让孩子撒谎的机

会。 而且，明知故问常常让人感

到生气。 当你当场揭穿孩子这些

笨拙的谎言时，孩子比起做错事

的不安，更多是愤怒和羞愧。

这样一来，孩子不但不会改

正， 以后可能会变本加厉地撒

谎、圆谎。

孩子撒谎也可能是跟大人学的

为什么孩子要说谎？ 很多父

母都这样问， 却没有人问自己：

我是不是也这样做了？

曾经看过一则新闻， 有位爸

爸载着妻子和孩子酒驾， 不料遇

到交警，爸爸百般推脱酒精测试，

甚至还拉上 4岁儿子帮忙说谎。

交警跑去问孩子：“小朋友，

爸爸晚上喝酒没有啊？ ”

小朋友支支吾吾地回答：

“爸爸没有喝酒。 我们晚上吃的

酸菜鱼，爸爸吃了槟榔。” 但为了

弄清事实，交警还是进行了酒精

呼气测试，测试结果属于饮酒后

驾驶。

这不仅仅是一个酒驾问题，

还是一个榜样问题。

《夏山学校》中有一段话说：

“假如你的孩子说谎， 他不是怕

你，就是在模仿你。撒谎的父母必

定有撒谎的子女， 如果你要孩子

说实话，就不要对他们说谎。 ”

模仿是孩子的一种本能，父

母满嘴没实话，孩子经常撒谎不

足为奇。

想要孩子诚实，大人一定要

努力创造一个诚实的家庭环境，

如果身边的人很少撒谎，对孩子

来说，就是非常好的榜样。

以身作则，永远是最万能的

教育方法。

钱志亮

贵阳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前不久，2019 筑城广场市民才艺

大赛之贵阳市中小学 “戏曲进校园”

会演在筑城广场下沉式舞台举行。 全

市 9 个区县的近 40 支队伍参加比赛，

省府路小学、甲秀小学、贵阳市师范学

校附属实验小学等参赛队带来京剧、

黔剧、越剧等唱段，让传统文化深入童

心，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

化育人是教育的精髓与灵魂。 传统文

化和教育的相结合， 能让文化有更好

的传承， 当传统文化渗透到教育之中

的时候， 也能为学生的校园生活带来

一抹色彩。

事实上，早在 2014 年，贵阳市教

育局便将“传统文化进校园” 作为教

育改革试点项目， 确立了 “德立人

生，善美贵阳，放飞中国梦” 的学生

德育主线，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紧密

结合，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创新的

精神。

如今， 探究贵阳市各学校德育工

作不难发现，以“传统文化进校园” 为

主线， 我市已逐渐培育出诸多各具特

色的学校， 传统文化正成为启迪学生

智慧、涵养良好人格、促进健康成长的

重要助力。

省府路小学：

传统节日为支点

引导学生做“有根的中国人”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

岂不可喜兮……” 6 月初，以“楚风余韵

艾蒲飘香” 为主题，一场端午节系列活

动在贵阳市省府路小学精彩上演。

挂菖蒲、画额、包粽子、做菱角、编

蛋篓、 缝制香包、 赛龙舟……活动现

场， 有的同学和家长互相配合现场制

作香囊， 有的同学则在奶奶的帮助下

包起了粽子， 有的学生现场展示了传

统书法。 围绕端午节风俗设置的丰富

活动充分体现了教育功能， 调动全校

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活动让

师生和家长感受传统节日的热烈气

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智慧，是民族的瑰宝。 作为一所百

年名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义不容

辞。 ” 省府路小学校长吴丽说，长期

以来，学校除开设古琴、书法、京剧表

演、太极、剪纸、插花、古诗词诵读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现课程育

人外， 还积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举

办系列主题文化传承活动，为学生打

开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启迪学生对历史的好奇

与思考。

端午节系列活动便是学校今年第

二季度重要的主题文化活动。 据吴丽

介绍， 整个六月份， 省府路小学围绕

“悠悠艾草香 浓浓中国情” 开展主题

教育，通过古诗词吟诵、主题班队会、

端午节文化习俗进学科、 社团活动等

各方面入手， 进行立体式爱国主义教

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做一个“有根的中

国人” 。

茶店小学：

以茶文化为媒

指引学生“聚德若水 涵善如茶”

走进茶店小学， 有心人不难发现，

茶文化元素已和学校教育、校园环境有

机相融：楼道和宣传橱窗内别致的茶文

化墙面展板、操场上“饮水思源” 的喷

水池、 全校同学自编自创的茶礼操、特

色校本课程开发的茶文化课……

“‘聚德若水、涵善如茶’ 是学校

的育人目标。 ” 茶店小学校长肖蓓说，

“涵善如茶” 的提出，源于学校所处地

域文化特点和中华深厚、 博大的茶文

化中深邃的德育元素的结合。 学校以

茶文化的外显形式， 借茶之九德喻人

之品质，把校园文化“爱” 的主题延展

到对“善” 的追求，以茶之品比人之

品，以茶之道喻人之道，引导学生学习

茶之品质内涵，以品喻德，以善为教，

仁爱为先，努力养成良好的涵养和“善

良如茶” 一般的心性。

以此为指导， 茶店小学结合学生

实际，全面推行茶文化进课堂工作，创

设出校园弘扬茶文化的特色教育，逐

渐构建起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有

自我特色的办学模式。

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幼传统美

德为例，茶店小学每年在母亲节、感恩

节开展“我为母亲泡杯茶” 感恩教育

活动，引导孩子们用在学校领的茶叶，

利用在学校学习的茶文化知识亲手给

母亲泡杯茶表达感恩， 践行学校 “聚

德若水 涵善如茶” 办学思想中“饮水

思源” 的主题教育。

北师大贵阳附小：

迎新嘉年华

寻找中国味中国魂

在北师大贵阳附小， 提到传统文

化，每逢偶数年举办的“寻找中国味”

迎新嘉年华就不得不提。 作为继承发

扬传统文化的优秀载体， 这项活动自

推出以来便广受师生及家长好评，迅

速成为学校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

学内涵，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将偶数年

的迎新嘉年华活动充分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 学校致力于将中华精髓的点滴

根植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让孩子们

在活动中学习传统知识， 在玩乐中提

升探索能力、思考能力、动手能力、社

交能力。 ” 北师大贵阳附小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黄莺说。

以 2018 年迎新嘉年华活动为例，

北师大贵阳附小以 “寻找中国味———

百家姓” 为主题，动员全校所有的班

级制定各具特色的方案，讲述自己姓

氏的来历、 介绍自己名字的寓意、书

写姓氏的各种字体、 画姓氏图腾、讲

述姓氏中的历史人物故事、名人轶事

等等，主题知识点丰富多样 ，让学生

们通过活动进一步体味传统文化、体

味中国魂。

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文化，

该校还将课程教材、校园文化建设、教

学教育活动等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

让学生们能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黄秋月

前不久，2019 筑城广场市民才艺

大赛之贵阳市中小学 “戏曲进校园”

会演在筑城广场下沉式舞台举行。 全

市 9 个区县的近 40 支队伍参加比赛，

省府路小学、甲秀小学、贵阳市师范学

校附属实验小学等参赛队带来京剧、

黔剧、越剧等唱段，让传统文化深入童

心，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

化育人是教育的精髓与灵魂。 传统文

化和教育的相结合， 能让文化有更好

的传承， 当传统文化渗透到教育之中

的时候， 也能为学生的校园生活带来

一抹色彩。

事实上，早在 2014 年，贵阳市教

育局便将“传统文化进校园” 作为教

育改革试点项目， 确立了 “德立人

生，善美贵阳，放飞中国梦” 的学生

德育主线，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紧密

结合，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创新的

精神。

如今， 探究贵阳市各学校德育工

作不难发现，以“传统文化进校园” 为

主线， 我市已逐渐培育出诸多各具特

色的学校， 传统文化正成为启迪学生

智慧、涵养良好人格、促进健康成长的

重要助力。

省府路小学：

传统节日为支点

引导学生做“有根的中国人”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

岂不可喜兮……” 6 月初，以“楚风余韵

艾蒲飘香” 为主题，一场端午节系列活

动在贵阳市省府路小学精彩上演。

挂菖蒲、画额、包粽子、做菱角、编

蛋篓、 缝制香包、 赛龙舟……活动现

场， 有的同学和家长互相配合现场制

作香囊， 有的同学则在奶奶的帮助下

包起了粽子， 有的学生现场展示了传

统书法。 围绕端午节风俗设置的丰富

活动充分体现了教育功能， 调动全校

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活动让

师生和家长感受传统节日的热烈气

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智慧，是民族的瑰宝。 作为一所百

年名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义不容

辞。 ” 省府路小学校长吴丽说，长期

以来，学校除开设古琴、书法、京剧表

演、太极、剪纸、插花、古诗词诵读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现课程育

人外， 还积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举

办系列主题文化传承活动，为学生打

开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启迪学生对历史的好奇

与思考。

端午节系列活动便是学校今年第

二季度重要的主题文化活动。 据吴丽

介绍， 整个六月份， 省府路小学围绕

“悠悠艾草香 浓浓中国情” 开展主题

教育，通过古诗词吟诵、主题班队会、

端午节文化习俗进学科、 社团活动等

各方面入手， 进行立体式爱国主义教

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做一个“有根的中

国人” 。

茶店小学：

以茶文化为媒

指引学生“聚德若水 涵善如茶”

走进茶店小学， 有心人不难发现，

茶文化元素已和学校教育、校园环境有

机相融：楼道和宣传橱窗内别致的茶文

化墙面展板、操场上“饮水思源” 的喷

水池、 全校同学自编自创的茶礼操、特

色校本课程开发的茶文化课……

“‘聚德若水、涵善如茶’ 是学校

的育人目标。 ” 茶店小学校长肖蓓说，

“涵善如茶” 的提出，源于学校所处地

域文化特点和中华深厚、 博大的茶文

化中深邃的德育元素的结合。 学校以

茶文化的外显形式， 借茶之九德喻人

之品质，把校园文化“爱” 的主题延展

到对“善” 的追求，以茶之品比人之

品，以茶之道喻人之道，引导学生学习

茶之品质内涵，以品喻德，以善为教，

仁爱为先，努力养成良好的涵养和“善

良如茶” 一般的心性。

以此为指导， 茶店小学结合学生

实际，全面推行茶文化进课堂工作，创

设出校园弘扬茶文化的特色教育，逐

渐构建起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有

自我特色的办学模式。

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幼传统美

德为例，茶店小学每年在母亲节、感恩

节开展“我为母亲泡杯茶” 感恩教育

活动，引导孩子们用在学校领的茶叶，

利用在学校学习的茶文化知识亲手给

母亲泡杯茶表达感恩， 践行学校 “聚

德若水 涵善如茶” 办学思想中“饮水

思源” 的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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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学校致力于将中华精髓的点滴

根植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让孩子们

在活动中学习传统知识， 在玩乐中提

升探索能力、思考能力、动手能力、社

交能力。 ” 北师大贵阳附小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黄莺说。

以 2018 年迎新嘉年华活动为例，

北师大贵阳附小以 “寻找中国味———

百家姓” 为主题，动员全校所有的班

级制定各具特色的方案，讲述自己姓

氏的来历、 介绍自己名字的寓意、书

写姓氏的各种字体、 画姓氏图腾、讲

述姓氏中的历史人物故事、名人轶事

等等，主题知识点丰富多样 ，让学生

们通过活动进一步体味传统文化、体

味中国魂。

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文化，

该校还将课程教材、校园文化建设、教

学教育活动等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

让学生们能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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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起了粽子， 有的学生现场展示了传

统书法。 围绕端午节风俗设置的丰富

活动充分体现了教育功能， 调动全校

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活动让

师生和家长感受传统节日的热烈气

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智慧，是民族的瑰宝。 作为一所百

年名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义不容

辞。 ” 省府路小学校长吴丽说，长期

以来，学校除开设古琴、书法、京剧表

演、太极、剪纸、插花、古诗词诵读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现课程育

人外， 还积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举

办系列主题文化传承活动，为学生打

开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启迪学生对历史的好奇

与思考。

端午节系列活动便是学校今年第

二季度重要的主题文化活动。 据吴丽

介绍， 整个六月份， 省府路小学围绕

“悠悠艾草香 浓浓中国情” 开展主题

教育，通过古诗词吟诵、主题班队会、

端午节文化习俗进学科、 社团活动等

各方面入手， 进行立体式爱国主义教

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做一个“有根的中

国人” 。

茶店小学：

以茶文化为媒

指引学生“聚德若水 涵善如茶”

走进茶店小学， 有心人不难发现，

茶文化元素已和学校教育、校园环境有

机相融：楼道和宣传橱窗内别致的茶文

化墙面展板、操场上“饮水思源” 的喷

水池、 全校同学自编自创的茶礼操、特

色校本课程开发的茶文化课……

“‘聚德若水、涵善如茶’ 是学校

的育人目标。 ” 茶店小学校长肖蓓说，

“涵善如茶” 的提出，源于学校所处地

域文化特点和中华深厚、 博大的茶文

化中深邃的德育元素的结合。 学校以

茶文化的外显形式， 借茶之九德喻人

之品质，把校园文化“爱” 的主题延展

到对“善” 的追求，以茶之品比人之

品，以茶之道喻人之道，引导学生学习

茶之品质内涵，以品喻德，以善为教，

仁爱为先，努力养成良好的涵养和“善

良如茶” 一般的心性。

以此为指导， 茶店小学结合学生

实际，全面推行茶文化进课堂工作，创

设出校园弘扬茶文化的特色教育，逐

渐构建起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有

自我特色的办学模式。

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幼传统美

德为例，茶店小学每年在母亲节、感恩

节开展“我为母亲泡杯茶” 感恩教育

活动，引导孩子们用在学校领的茶叶，

利用在学校学习的茶文化知识亲手给

母亲泡杯茶表达感恩， 践行学校 “聚

德若水 涵善如茶” 办学思想中“饮水

思源” 的主题教育。

北师大贵阳附小：

迎新嘉年华

寻找中国味中国魂

在北师大贵阳附小， 提到传统文

化，每逢偶数年举办的“寻找中国味”

迎新嘉年华就不得不提。 作为继承发

扬传统文化的优秀载体， 这项活动自

推出以来便广受师生及家长好评，迅

速成为学校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

学内涵，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将偶数年

的迎新嘉年华活动充分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 学校致力于将中华精髓的点滴

根植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让孩子们

在活动中学习传统知识， 在玩乐中提

升探索能力、思考能力、动手能力、社

交能力。 ” 北师大贵阳附小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黄莺说。

以 2018 年迎新嘉年华活动为例，

北师大贵阳附小以 “寻找中国味———

百家姓” 为主题，动员全校所有的班

级制定各具特色的方案，讲述自己姓

氏的来历、 介绍自己名字的寓意、书

写姓氏的各种字体、 画姓氏图腾、讲

述姓氏中的历史人物故事、名人轶事

等等，主题知识点丰富多样 ，让学生

们通过活动进一步体味传统文化、体

味中国魂。

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文化，

该校还将课程教材、校园文化建设、教

学教育活动等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

让学生们能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黄秋月


